第二部分
Essentials of Database Management

数据库分析

第二部分包括第 2 章和第 3 章。
数据库开发的第一步工作是进行数据库分析，数据库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确定用户
的数据需求以及建立表示用户需求的数据模型。第二部分中的两章深入阐述了概念数
据建模的实际标准——实体 – 联系图。概念数据模型是从组织的视图来表达数据的，
并且独立于该模型的任何实现技术。
第 2 章首先描述业务规则，它是数据模型要表达的业务操作的政策和规则。这里
给出了好的业务规则的特征描述，并且讨论了收集业务规则的过程，还给出了数据模
型中元素的命名与定义的一般规则。
第 2 章还介绍了概念建模技术的主要结构和标记法，包括实体、联系和属性；针
对每种结构，采用特定的规则命名和定义数据模型中的元素；介绍了强实体和弱实体
以及实体间的标识联系；阐述了实体联系中不同类型的属性，包括必要与可选属性、
简单与复合属性、单值与多值属性、推导属性以及标识符；对比了联系类型及其实
例，并引入关联实体；阐述不同元的实体联系，主要包括一元、二元、三元联系，针
对这些联系提出了相应的建模方案，并对数据建模中各种联系的基数进行介绍，同时
讨论了数据建模中常见的时间相关数据的建模问题；最后，阐述在给定实体集上建立
多个联系的方法。通过一个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扩展例子介绍了 E-R 建模的概念。
本章中涉及的例子都采用微软的 Visio 软件制作，展示了如何通过建模工具表示数据
模型。
第 3 章给出了一些 E-R 建模的新概念，这些增加的建模特征满足了处理当今组织
中逐渐复杂的业务环境的需求。
增强的实体 – 联系（EER）图中，最重要的建模结构是超类型 / 子类型联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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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功能有助于构建通用实体类型（即为超类型），然后再将它们细分为一些专用实体类
型，即子类型。例如，跑车和轿车都是汽车的子类型。本章介绍了一套简单的符号用
于标识超类型 / 子类型联系，同时还给出了一些相应的改进。本章还介绍了利用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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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来识别超类型 / 子类型联系的方法。第 3 章还会阐述超类
型 / 子类型符号在日益流行的通用数据模型中的必要性。
模式概念已经成为很多信息系统开发方法的核心要素，它是一种可复用组件，通
过组合和搭配来满足新信息系统开发需求。在数据库领域，这些模式被称为通用数据
模型、预包装数据模型或逻辑数据模型。目前，这些模式可以通过付费购买或者是被
集成到现有的商业软件包中使用，例如 ERP 和 CRM 应用。借鉴这些模式，设计了越
来越多的新数据库。第 3 章将介绍这些模式的实用性以及从开发这些模式到数据库开
发过程的修改。一般行业或业务功能的数据模型已经广泛使用本章介绍的增强 E-R 画
图符号进行设计。
第二部分的两章内容主要阐述概念数据建模的思想，为读者的数据库分析和设计
职业生涯建立基础。作为一名数据库分析人员，将希望通过 E-R 符号对用户需求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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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信息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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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学完本章后，读者应该能够：
● 准确定义以下术语：实体 – 联系模型（E-R 模型），实体 – 联系图（E-R 图，或 ERD），
业务规则，实体，实体类型，实体实例，强实体类型，弱实体类型，标识主体，联系
标识，属性，必要属性，可选属性，复合属性，简单（或原子）属性，多值属性，推
导属性，标识符，复合标识符，联系类型，联系实例，关联实体，度，一元联系，二
元联系，三元联系，基数约束，最小基数，最大基数，时间戳。
● 阐述为什么系统开发人员深信数据建模是系统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 正确命名和定义实体、联系以及属性。
● 区别一元、二元、三元联系，并能够给出每个联系对应的常见实例。
● 用 E-R 图对下列结构进行建模：复合属性，多值属性，推导属性，关联实体，联系
标识以及最小和最大基数约束。
● 用 E-R 图表示常见的商业关系。
● 把多对多的联系转换为关联实体类型。
● 在 E-R 图中使用时间戳和联系对一个简单的时间相关数据建模。
引言
通过第 1 章中简单案例的介绍，读者已了解了数据建模和实体 – 联系（E-R）数据模型。
（如果需要复习这些知识，可以查看图 1-3 和图 1-4 中关于 E-R 模型的例子。
）本章将基于业
务规则概念规范数据建模，并详细描述 E-R 数据模型。本章将开启如何设计和使用数据库
的历程，同时体会一个优秀的信息系统在提高组织工作效率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业务规则是数据模型的基础，源于现实世界事物的规则、过程、事件、功能以及其他
业务对象，描述了组织上的约束。业务规则表达一个组织的语言和基本结构（Hay，2003）。
业务规则规范了一个组织的拥有者、管理者和领导者对该组织信息系统体系结构的理解。
业务规则在数据建模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指导了如何处理和存储数据。基础业务规则是
对数据的命名和定义。本章将介绍如何在业务规则的约束下给数据对象命名和定义。在概念
建模中，必须对以下数据对象进行命名和定义：实体类型（例如，Customer（客户）），属性
（例如，Customer Name（客户名））以及联系（例如，Customer Places Orders（客户订货））。
还有一部分业务规则陈述数据对象的约束。这些约束可以通过数据模型获取，如实体 – 联系
图及相关文档。附加的业务规则规定了组织中的人员、位置、事件、处理、网络和目标，文
件都通过其他系统文档与数据需求关联。
经过数十年的应用，目前，E-R 模型仍然是概念数据建模的主要方法，它的流行源于它
拥有相对简单的特性、有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工具的广泛支持、简洁的实体和联
系概念本身就是现实世界中事物自然的建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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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模型是数据库开发分析阶段中数据库设计人员和终端用户之间交互（见第 1 章）最
常用的工具。E-R 模型用于建立概念数据模型，它表达了数据库的结构和约束，与具体的软
件（如数据库管理系统）无关。
一部分教材作者在介绍 E-R 建模的术语和概念时，将 E-R 模型作为关系数据模型的一
种特例。关系数据模型目前仍是大多数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础，教材作者还建议通过主键
和外键完全规范化 E-R 模型。然而，本教材认为这种规范方法对关系数据模型还不够全面。
目前的数据库环境中，数据库可以用面向对象技术或者面向对象和关系混合的技术实现，因
此，本教材将在第 4 章讨论规范化概念。
E-R 模型在不断演化，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标准的 E-R 建模符号系
统。Song et al.（1995）展示了一组 10 个不同 E-R 建模的符号对比，并分析了每种方法的优
缺点。由于目前专业数据建模人员都使用数据建模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建模，因此本文采用
类似于专业数据建模工具中使用的符号进行描述。
在实际开发环境中，开发者可能不需要从零开发一个数据模型。逐渐被接受的封装软件
（例如，具有预定义数据模型的企业资源规划）和购买的商业领域或者工业数据模型（在第 3
章中介绍）使数据建模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由于这些软件中的组件和模板作为数据设计模
型的模板，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它给数据建模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但仅有这些软件
还不够，主要有以下原因：
1）选用关联的数据库去开发新的定制应用时，仍需经过多次开发。该应用所支持的商
业领域的业务规则需要重新建模。
2）购买的应用和数据模型要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预定义的数据模型一般比较宽泛
和复杂；因此，需要有好的数据建模技能以便裁剪出数据模型，为给定的组织定制一个有效
的模型。虽然这种方法比从零开始更快、更详尽和更准确，但是理解特定的组织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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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业务规则的能力也是一项基本任务。
本章运用常用符号和惯例介绍 E-R 建模的主要特征。首先从一个简单的 E-R 图开始，
其中涉及 E-R 模型的基础元素——实体、属性、联系，然后介绍业务规则的概念，业务规
则是所有数据建模结构的基础。这里给出 E-R 建模中常用的三种实体定义：强实体、弱实体
和关联，更多实体类型将在第 3 章给出定义。另外，还定义一些重要的属性类型，包括必要
属性和可选属性、单值属性和多值属性、推导属性以及复合属性。介绍与联系有关的三个重
要概念：联系的度、联系的基数和联系中的参与约束。最后，以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 E-R
图为例做总结。

2.1

E-R 模型概述
实体 – 联系模型（E-R 模型）是对组织业务领域的数据的一种详细的逻辑表达。E-R 模

型表述了业务环境中的实体、实体间的联系（或关联）以及实体和实体联系的属性（或性
质）。E-R 模型通常可以通过一个实体 – 联系图（E-R 图或 ERD）来表示，E-R 图是 E-R 模
型的图形化表示方法。

2.1.1

E-R 图示例

图 2-1 展示了一个小型家具制造公司（即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简化 E-R 图（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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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包含属性信息，通常称它为企业数据模型，这些内容在第 1 章已经阐述）。多个供应商
给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提供和配送不同的零件，这些零件被组装成产品，并且销售给订购了
该产品的客户，每个客户订单包括一种或多种订购的产品。
SUPPLIER

供应

CUSTOMER

提交
被提交

是 / 必须

发送

ORDER
请求

被供应
可能
被发送
SHIPMENT

多个

包含

包含在

被请求

被使用
ITEM

使用

PRODUCT

基数

键
ENTITY
TYPE

联系

图 2-1

单强制

单选项

多强制

多选项

E-R 图示例

图 2-1 中的 E-R 图展示了公司的实体和联系（此处省略了属性信息）。实体（组织的对
象）用矩形符号表示，实体间的联系通过实体间的连线表示。图 2-1 中包含以下实体：
客户
（CUSTOMER）

一

已经订购或可能订购产品的个人或组织。例如：L. L. Fish Furniture

产品
（PRODUCT）

可以被客户订购且由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生产的家具。请注意，一个产品不是某个特定的书柜，
因为特定的某个书柜不需要跟踪。例如：一个 6 英尺 长且有 5 个书格的橡木书柜统称为 O600

订单
（ORDER）

与销售给客户一个或多个产品关联的交易，该交易通过销量或账单的交易号标识。例如：L. L.
Fish 在 2010 年 9 月 10 日购买一件产品 O600 和四件产品 O623 的事件

零件
（ITEM）

用来制造一件或多件产品的组件，可以由一个或多个供应商提供。例如 : 一个称作 l - 27 - 4375 的
4 英寸 滚珠脚轮轴承

供应商
（SUPPLIER）

可以提供零件给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公司。例如：Sure Fasteners 公司

与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收到来自供应商的同一个包装中的零件相关联的交易。同一个运单中的所
运单
有零件出现在一个账单文件中。例如：2010 年 9 月 9 日来自 Sure Fasteners 公司的 300l-27-4375 和
（SHIPMENT）
200 l-27-4380 零件的发票

注意， 作为元数据，明确地定义每个实体非常重要。以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为例，清楚
二

地理解 CUSTOMER（客户）实体包括还没有购买产品的个人或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通常
企业中不同部门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例如，财会部门认为只有产生购买行为的个人
或单位才是客户，这样，那些潜在的客户将被摒弃在外。而销售部门认为所有那些曾经联系
过的或者已经在公司有过购买行为，甚至已知的竞争对手都可能是客户。元数据定义不明确
的 E-R 图会导致二义性，在本章介绍 E-R 建模时，我们将总结那些好的命名和定义惯例。
E-R 图中每条连线尾端都有一个符号表示联系的基数，基数代表一种类型中有多少个实
体与另一类型中的多少个实体有联系。图 2-1 中，基数符号表达了如下的业务规则：
1）一个 SUPPLIER（供应商）可能会供应多种 ITEM（“可能供应”标识符是指供应商
一

1 英尺 = 0.3048 米。

二

1 英寸 = 0.025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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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提供任何零件）。每种 ITEM（零件）是被任意数量的 SUPPLIER 供应（“供应”标识
符表示零件必须（must）至少由一个供应商供应）。参见图 2-1 中标注的带有下划线的词。
2）每件 ITEM 必须用于装配至少一种 PRODUCT（产品），也可以用于装配多种产品。
相反，每种 PRODUCT 必须使用一个或多个 ITEM。
3） 一 个 SUPPLIER 可 以 发 送 多 个 SHIPMENT（运 单）。 可 是 每 张 运 单 必 须 恰 由 一 个
SUPPLIER 发送。注意，发送和供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SUPPLIER 可以供应某种零件，
但可能还没有发送该零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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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HIPMENT 必 须 包 括 一 个（或 多 个）ITEM， 而 一 个 ITEM 可 能 出 现 在 几 批
SHIPMENT 中。
5）一个 CUSTOMER（客户）可以提交任意数量的 ORDER（订单），但是每个 ORDER
必须恰由一个 CUSTOMER 提交。允许存在一部分潜在的、不活跃的或可能没有提交过任何
ORDER 的 CUSTOMER。
6）一个 ORDER 必须有一件（或多件）PRODUCT。一个 PRODUCT 可能出现在一个或
多个 ORDER 中，也可能不出现在任何 ORDER 中。
实际上每种联系有两种业务规则，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的每个方向上都有一个。注
意，这些业务规则基本遵循固定的语法，如：
< 实体 >< 最小基数 >< 联系 >< 最大基数 >< 实体 >
例如，规则 5 是：
<CUSTOMER>< 可以 >< 提交 >< 任意数量 ><ORDER>
这种语法给出了把每一个联系转化成一个自然语言表述的业务规则语句的一种标准
方法。

2.1.2

E-R 模型符号

E-R 图中使用的符号如图 2-2 所示。如在上一节中所指出的，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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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符号（事实上，第 1 章已经给出了
一 部 分 简 单 的 符 号）。 图 2-2 中 的 符
号结合了不同符号标识系统的优点，
它们也是目前 E-R 图绘制工具中常用

属性

实体类型
强

的符号，让用户可以对大多数实际情
境准确建模。第 3 章将在增强实体 –

实体名
标识符
部分标识符
可选的
［导出的］
｛多值的｝
复合的（,,）

弱

关联

联系模型中介绍扩展符号（包括类与
子类之间的继承联系）。
很多情况下，简单的 E-R 模型符

联系的度
一元

二元

号已经可以满足用户需求。对于大多

三元

数绘图软件，无论是微软的 Visio 或
是 SmartDraw（这 些 是 与 本 章 有 关 的

联系的基数

视频教学中用到的绘图软件）等独立
软 件， 或 者 如 Oracle Designer、CA
ERwin 和 PowerDesigner 这 样 的 计 算

单强制

多强制

图 2-2

单选项

E-R 模型基本符号

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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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辅助工程（CASE）工具软件，都不能表示用户需要的所有实体和属性类型。有些可以表示
业务规则的重要符号在绘图工具中没有，这部分符号需要手动添加并且进行专门的注释。本
章通过几个 Visio 符号表示的 E-R 模型案例比较不同标识符号的差异。

2.2

组织规则建模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简单数据模型的实例，现在回想并思考一下普通的数据模

型可以表达和呈现哪些内容。本章及下一章内容将学习如何使用数据模型，特别是使用实
体 – 联系符号来记录组织中的规则和政策。事实上，数据建模的主要作用就是希望通过组织
的规则和政策进行数据管理。通过组织中业务规则和政策，在信息处理和存储系统中进行数
据的创建、更新、删除等操作管理，因此，业务规则和政策必须与被描述的数据相关。例
如，规定“高校中每名学生都必须有一位导师”的规则在数据库中就是每名学生的数据都会
与其导师的数据相关联。此外，声明“学生是指任何一个已经申请并参加了大学中有学分或
无学分入学、上课或培训的人”，这个声明不仅定义了大学中“学生”的含义，同时表述了
这所大学的政策。（例如，校友是学生，而一名高中生虽然参加了一所大学有学分的活动但
是他没有申请过这所大学，那么他就不是指定大学数据库中的一名学生。
）
数据库分析人员的主要工作任务有：
● 识别和理解业务规则在数据管理中的作用。
● 表达规则，使其无二义性地被信息系统开发人员和用户所理解。
● 用数据库技术实现这些规则。
业务规则更为正式的定义是“它是定义或约束某些业务方面的语句。它用于维护业务结
构，或控制或影响业务行为……从而阻止、引导或建议某些事件发生”
（GUIDE Business Rules
Project，1997）。例如，下面两个语句是在业务规则中影响数据处理和存储的常见语句：
●“一个学生可以注册某门课程的条件是，必须完成这门课程的先修课程。”
●“一个客户只要不存在未兑现的账目都可以享受 9 折优惠。”
E-R 模型能够表达多种业务规则，但有一些业务规则无法通过 E-R 模型表示。本章和下
一章将讲述如何在 E-R 模型中表示业务规则。

数据名与定义
理解数据和对数据建模的基础是数据对象的命名和定义。在组织数据的模型中无二义性
地使用数据对象之前必须要准确命名和定义数据对象。本章将学习实体 – 联系符号，学习如
何准确命名和定义实体、联系以及属性。
1. 数据名
本小节将提供在开发实体 – 联系数据模型过程中实体、联系和属性的命名方法，也提供
一些通用的数据对象命名方法。数据名应符合以下标准（Salin,1990;ISO / IEC 2005）：
● 具有与业务相关而非与技术（硬件或软件）相关的特征，所以，Customer（客户）是
一个好的数据名，但 File10、Bit7 以及 Payroll Report Sort Key 都不是好的数据名。
● 有意义，数据名是对数据的记录（即能够提炼和阐述特定数据对象的意义，不需要
用户反复陈述数据对象本身的含义）；数据名中尽量避免使用通用词，如 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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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it 等。
● 具有唯一性，数据名不能重复，命名时可以用一个不同的单词区分其他类似的数据对
象（例如，Home Address（主页地址）与 Campus Address（校园地址））。
● 具有可读性，用自然语言描述结构化概念（例如，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绩点）是
一个好的数据名，而 Average Grade Relative To A（相对于 A 的平均成绩）可能是准
确的，但却是一个不好的数据名）。
● 命名的单词由许可的单词组成，每个组织通常会选择一个词汇表，从这个词汇表中
选择有意义的单词为数据命名（例如，最大，无上限，上限或最高）；代称或别名也
可以用缩写来命名（例如，CUSTOMER 用 CUST 命名）。为了使数据名称尽可能短，
以符合数据库技术中数据命名最大长度限制的条件，也可以用缩写命名数据。
● 具有可复用性，数据名具有标准的层次结构或模式。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
间可以采用相同或相似的名字。例如，数据名为出生日期，对于学生对象，出生日期
是指学生的出生日期（Student Birth Date），对于员工对象，出生日期是指员工的出生
日期（Employee Birth Date））。
● 遵循语法标准，数据对象命名都是遵循组织中标准语法规则的。
Salin（1990）建议定义数据名应该遵循以下步骤及规则：
1）准备数据定义（稍后会讨论数据定义的相关内容）。
2）删除意义不明确的单词或停用词（命名时不允许采用的单词列表）；注意，如果遇到
AND 和 OR 关键词，有可能表示两个或多个数据对象有关联关系，为了区别这些对象，需
要给它们指定不同的名字。
3）数据名中使用的单词是有意义的，且能够被复用。
4）可以使用单词的标准缩写。
5）命名前要确认数据名是否已经存在，如果已经存在，则重新命名，要保证数据名的
唯一性。
本章在设计数据建模符号时，将列举一些好的数据名实例。
2. 数据定义
定 义（也 称 为 结 构 化 声 明） 被 认 为 是 一 种 业 务 规 则（GUIDE Business Rules Project，
1997）。定义用来解释一个概念或概念之间的联系。概念的实例有课程、章节、出租车、航
班、预订以及乘客。一个定义可以涉及多个概念，如：
●“课程是在一个特定学科领域中的教学模块。”这个定义关联了两个概念：教学模块和
学科领域，这两个都是不需要进一步定义的常用术语。
3. 好的数据定义
本章和下一章将介绍如何在设计实体 – 联系符号时给实体、联系、属性一个好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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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遵循一些通用的规则（Aranow，1989；ISO/IEC，2004）：
● 定义（和所有其他类型的业务规则）均来源于相同信息系统所需的资源。因此，系统
和数据分析人员应该在对信息系统需求资源有一定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对数据对
象进行定义。
● 定义通常会配图，如实体 – 联系图等。定义对图的内容进行补充，不需要在图中重复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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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描述数据对象的特殊性，而不必解释对象的是非问题。定义采用通常所理解的术
语和缩略语解释数据对象的独立含义，不需要用其他定义进行重复解释。定义应该简
洁明了地解释数据对象的本质含义，也可陈述数据对象的如下特征：
◆

细微差别。

◆

涵盖特殊或异常情况。

◆

实例性。

◆

指明组织中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创建或计算数据。

◆

明确数据是静态的还是随时间变化的。

◆

明确数据在原子形态下是单数还是复数。

◆

谁决定了数据的价值。

◆

谁拥有数据（即谁负责定义和使用）。

◆

数据是否是可选的，或者是否允许为空值（称为 null）。

◆

数据是否还能被划分为更多的原子部分，或者是与其他数据组合成复合或聚合
格式。

如果以上这些特性没有包含在数据定义中，就要在其他元数据存储的时候再做记录。
● 数据对象应该在已经被仔细定义、命名和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在数据模型中使用，如实
体 – 联系图中的数据对象。数据模型的开发过程可以验证设计人员对数据含义的理
解，根据理解的不同，图中数据对象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数据建模是
个迭代的过程。
）
在数据建模中一个好的数据定义非常重要，通俗地说，即谁控制数据的定义谁就控制了
数据。看起来获取用于组织数据定义的术语和事实很容易，然而，这往往与实例不符。事
实上，这可能是在数据建模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需要努力完成。在组织中，对常用术语
（如客户或订单）重复定义（可能一批或者更多）是很常见的事情。
为了说明设计数据对象定义的内在问题，分析一下在某重点大学选取的一个学生数据对
象的案例。一个学生定义的样本是：“一个人已经被该校录取，并在过去一年中已经至少注
册一门课程。”这个定义一定会受到质疑，因为可能过于狭窄。通常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会经
历几个不同阶段：
1）有兴趣——对学校有过接触和了解，表示对学校有兴趣
2）申请——申请入学
3）录取申请人——经过录取程序，学校录取申请人
4）预科生——注册至少一门课程
5）继续深造的学生——注册一门已有基础的课程（没有实质性的差距）
6）留级生——在规定时间无法注册课程（现在可以重新申请）
7）毕业——圆满完成某些学位课程（可以申请另一门课程）
在这些条件下，定义要取得共识的难度可想而知！因为条件较多，可以在定义时考虑如
下三个方法：
1）用多个定义涵盖各种情况。如果只有一个实体类型，这种方法会非常混乱，所以不
推荐（多个定义不是好的定义方法）。
2）用通用的定义涵盖大多数情况。这种方法需要增加额外的数据来记录和标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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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状态。
3）考虑使用多个相关数据对象表示学生。例如，可以创建一个通用的学生实体类型，
用另外一些特定的实体类型表示学生特征。第 3 章会介绍这种方法的使用。

2.3

实体和属性建模
E-R 模型由实体、联系和属性构成。如图 2-2 所示，模型中的结构允许有多种变化。设

计人员可以通过丰富的 E-R 模型将真实世界的场景模拟得准确、生动，这样有助于 E-R 模
型的普及。

2.3.1

实体

实体是用户环境中的人物、地点、对象、事件或者概念，利用这些实体组织可以维护数
据。因此，实体一般都有个名词词性的名字。列举一些上述每种实体的例子：
人物：EMPLOYEE（员工），STUDENT（学生），PATIENT（患者）
地点：STORE（商店），WAREHOUSE（仓库），STATE（州）
对象：MACHINE（机器），BUILDING（建筑），AUTOMOBILE（汽车）
事件：SALE（销售），REGISTRATION（登记），RENEWAL（续期）
概念：ACCOUNT（账户），COURSE（课程），WORK CENTER（工作中心）
1. 实体类型与实体实例
实体类型和实体实例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实体类型（entity type）是有共同性质或特
征的实体的集合。E-R 模型中的每个实体类型都对应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唯一的一个对
象集合，通常用大写字母表示实体类型的名字。在 E-R 图中，方框内的实体名字代表实体
类型（如图 2-1 所示）。
实体实例（entity instance）是某个实体类型的独立事件。图 2-3 显示了 EMPLOYEE（员
工）实体类型与其两个实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实体类型在数据库中只描述一次（使用元数
据），而数据库中可以存储某实体类型的多个实例。例如，在大多数公司中都定义员工实体
类型，而在数据库中会存储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员工实体类型的实例。通过前面的讨论可
以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即应该采用唯一的术语实体而非实体实例。
实体类型：EMPLOYEE
属性

属性的数据类型

实例

实例

Employee Number

CHAR(10)

642-17-8360

534-10-1971

Name

CHAR(25)

Michelle Brady

David Johnson

Address

CHAR(30)

100 Pacific Avenue

450 Redwood Drive

City

CHAR(20)

San Francisco

Redwood City

State

CHAR(2)

CA

CA

Zip Code

CHAR(9)

98173

97142

Date Hired

DATE

03-21-1992

08-16-1994

Birth Date

DATE

06-19-1968

09-04-1975

图 2-3

具有两个实例的员工实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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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体类型与系统的输入、输出或用户
即使是非常熟悉数据建模流程（如数据流程图）的设计人员在画 E-R 图时通常也会犯一
个错误，就是常把数据实体与全局信息系统模型中其他数据元素混淆。避免这种混淆的一个
简单规则是，真正的数据实体可以有许多可能的实例，但每种实例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以及一个或多个其他数据描述片段。
观察图 2-4a，该 E-R 图表示某个学院女生联谊会的费用管理系统的数据库。（为简单
起见，本图及其他一些图中每个联系只显示名
字）。假设联谊会的出纳（treasurer）负责管理账

Receives

TREASURER

EXPENSE
REPORT

户（account），接收开支报告（expense report），
并记录账户的每个交易的费用情况。但是，系

Manages

Summarizes

统有没有必要记录出纳（TREASURER（出纳）
实体类型）、出纳所管理的账户（Manages（管理）
联系）以及出纳接收的开支报告（Receives（接
收）联系）之间的联系呢？出纳是负责录入收支
数据以及接收消费报告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是
数据库中的一个用户。但是由于系统只有一个
出纳，因此出纳的数据没有必要单独保存。那
么，是否还有必要增加 EXPENSE REPORT（开

ACCOUNT

Is Charged

EXPENSE

a）系统用户（出纳）和输出显示（开支报告）实体图
ACCOUNT

Is Charged

EXPENSE

b）仅保留必要实体的 E-R 图

图 2-4

不恰当的实体例子

支报告）实体呢？开支报告是对费用交易和账户余额的计算，是从数据库中对费用数据读取
和修改的结果，并由出纳接收。即使随着时间变化出纳会收到多份开支报告的实例，每次计
算开支报告所需的数据也会由 ACCOUNT（账户）和 EXPENSE（开支）实体类型代表。
另外，在图 2-4a 中的 ERD 中 Receives 和 Summarizes（汇总）的联系名字可能存在错误，
因为这些联系名字连接的内容不是某一种数据与其他数据的关联，而是传输或翻译数据的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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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图 2-4b 是简化的 E-R 图，图中展示的实体、联系足以处理上述联谊会的费用系统。
本章问题与练习 21 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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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实体类型与弱实体类型
组织结构中大多数的基本实体类型为强实体类型。强实体类型（strong entity type）是
独立于其他实体的实体类型（实际上，一些数据建模软件使用术语独立实体来表示强实体）。
例 如 STUDENT（学 生）、EMPLOYEE（员 工）、AUTOMOBILE（汽 车） 以 及 COURSE（课
程）。强实体类型的实例一般有独特的特征（称为标识符），即有一个或一组属性来唯一标识
该实体类型。
相反，弱实体类型（weak entity type）是依赖于其他实体类型而存在的实体类型（实
际上，一些数据建模软件使用术语依赖实体来表示弱实体）。在 E-R 图中，一个弱实体类
型如果没有依赖的实体类型就毫无业务意义。弱实体类型所依赖的实体类型称为标识主体
（identifying owner，或简称所有者），弱实体类型通常没有自己的标识符。一般来说，在 E-R
图中，弱实体类型可以有作为部分标识符的属性。第 4 章将介绍一个弱实体完整的标识符，
该标识符可以通过弱实体的部分标识符与它所依赖的主实体标识符共同创建，或者通过创建
一个代理标识符属性单独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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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所 示 的 是 有 标 识 联 系 的 弱 实 体 类 型 的 实 例。EMPLOYEE（员 工） 是 标 识 符 为
Employee ID 的强实体类型（注意，标识符属性用下划线表示）。DEPENDENT（家属）为弱
实体类型，弱实体类型用双线矩形表示。一个弱实体类型和它的所有者之间的联系称为标
识联系（identifying relationship）。在图 2-5 中 Carries（携带）是标识联系（标识联系用双
下划线表示）。Dependent Name（家属姓名）属性作为部分标识符（后面会介绍 Dependent
Name 是一个能够细分的复合属性）。使用双下划线来表示部分标识符。在后面的设计阶段，
Dependent Name 将结合 Employee ID（主实体标识符），形成一个完整的 DEPENDENT（家属）
实体标识符。强实体与弱实体对的另外一些例子是：BOOK（图书）–BOOK COPY（图书副
本），PRODUCT（产 品）–SERIAL PRODUCT（产 品 系 列） 和 COURSE（课 程）– COURSE
OFFERING（课程设置）。
标识主体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弱实体
Carries
标识联系

图 2-5

DEPENDENT
Dependen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Initial,
Last Name)
Date of Birth

部分标识符

一个弱实体及其标识联系的例子

4. 命名和定义实体类型
除了命名和定义数据对象的一般规则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实体类型命名规则：
● 实 体 类 型 名 字 是 一 个 单 数 名 词（如 CUSTOMER（客 户）、STUDENT（学 生） 或 者
AUTOMOBILE（汽车））；实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地点、一个物体、一个事件或
是一个概念，实体类型名字代表某种实体实例的集合（即 STUPENT 可以表示学生
Hank Finley、Jean Krebs 等）。另外，有时在阅读 E-R 图时使用复数可读性较好，所
以，给一个实体类型指定一个复数形式的名词也比较常见（附带 E-R 图的 CASE 工具
库提供此项功能）。例如在图 2-1 中，一个 SUPPLIER（供应商）可以提供多种 ITEMs
（零件），这里就可以把零件表示为复数。但是，要注意英文复数形式的书写，因为复
55

数形式不总是在一个单数名词后面加个“ s ”。
● 在 组 织 中， 一 个 实 体 类 型 的 名 字 应 该 是 唯 一 的。 因 此， 在 一 个 组 织 结 构 中 用
CUSTOMER 命名的实体类型在另一个组织结构中可以使用 CLIENT 命名（例如，在
定制某个采购数据模型的任务中）。这个名字可以描述组织结构中所有同种类型且与
该结构中其他实体类型名称不同的一类事物。例如，一个物料 PURCHASE ORDER
（采购订单）和一个 CUSTOMER ORDER（客户订单）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因此，这
两种实体类型都不能被命名为 ORDER。
● 实体名字尽量简洁，用尽量少的单词命名。例如，在某所大学的数据库中，实体类型
REGISTRATION（注册）可以代表学生注册一个班级的事件，如果命名为 STUDENT
REGISTRATION FOR CLASS（学生注册类）虽然也准确，但太啰嗦了，因为在这种
数据库情境中，读者很容易理解 REGISTRATION 与其他实体类型之间的区别。
● 在 E-R 图中经常使用缩写，每个实体类型名字的缩写或简称必须唯一，并且缩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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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完整的实体名字必须遵循命名规则。
● 事件实体类型是为事件结果命名的，而不是命名事件的活动或过程。例如，项目经理
给项目中的员工分配工作是一个 ASSIGNMENT（分配）事件，学生联系他的指导教
师咨询信息是一个 CONTACT（交流）事件。
● 在 E-R 图中，同一个实体类型前后使用的名字应该保持一致。因此，在一个组织中，实
体类型的名字要标准，并且被组织中对同一类数据的所有引用采用。但是，一部分实
体类型可以有别名或代称，可以在一个组织中的不同部分使用同义词进行代替。例如，
实体类型 ITEM 可以命名为 MATERIAL（材料）（在生产中）和 DRAWING（图纸）（在
工程中）。别名可以在数据库相关的文档中指定并说明，如 CASE 工具库中可以指定。
还有一些用于定义实体类型的特殊规则，如下所示：
● 一个实体类型的定义通常以“ X 是……”开始，这是陈述一个实体类型的含义最直
接、最明确的语句。
● 实体类型定义应包含该实体类型所有实例的唯一特征。同时对实体类型标识符进行说
明，可以更清晰地表示实体的含义。如图 2-4b 所示的例子中，
“费用是用来支付购买
的商品或服务的款项，由记账号码标识。”
● 实体类型定义应该明确哪些实体实例属于实体类型，列出那些不属于实体类型的实
例。例如，如果客户类型定义为已经从某公司订购产品或是直接接触过公司宣传、推
广产品的人或组织，那么客户类型就不包括那些从间接客户、经销商或代理商处购买
公司产品的人或组织。
● 实体类型定义通常包含创建和删除实体类型实例时的描述。如之前的实例，客户实例
在个人或组织第一次下订单时自动创建。由于该定义没有指明其他内容，这也就隐含
地意味客户实体不会被自动删除，或者只能根据指明的数据清理规则从数据库中删
除。确定何时删除实体实例的语句有时被称为实体类型的记忆力。例如，可能删除客
户实体类型定义的语句可以是：“某个客户如果超过三年没有订单就不再是客户。”
● 对于某些实体类型，定义必须指出什么时候实体类型的实例可能会发生变化。例如，
客户签署了某建筑公司的投标合同，标书就转换成了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标书可以
被定义为：“某公司为客户服务提供的法律文件。在公司的高级主管签署投标文件时
创建标书；当公司收到客户主管签署的标书申请副本时，标书就转换成合同的实例。”
注意，在实体类型定义中可以引用其他实体类型名字（例如，标书的定义中引用了实
体类型名 CUSTOMER）。
● 对于某些实体类型，定义必须指明实体类型实例要保留哪些历史记录。例如，图 2-1
中实体 ITEM 的特征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为此就需要记录这些特征值在有效时间
内变化的完整历史记录。在后面的例子中还将看到，历史记录对 E-R 图中实体类型
的表示以及对实体实例数据存储所产生的影响。

2.3.2

属性

每个实体类型都有一组与其相关联的属性集合。属性是组织所关心的实体类型的性质或
特征（后面还将看到，联系也可以有属性）。每个属性都有一个名词词性的名字。列举一些
典型的实体类型及其相关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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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ID（学号），Student Name（学生姓名），
Home Address（家庭住址），Phone Number（联
系电话），Major（专业）

AUTOMOBILE（汽车）

Vehicle ID（车架号），Color（颜色），Weight（载重），Horsepower（排量）

EMPLOYEE（员工）

Employee ID（工号），Employee Name（员工姓名），Payroll Address（账单地址），Skill（技能）

属性命名一般首写字母大写，如果名字包含多个单词，则用空格分隔且每个单词的首字
母都大写。例如，Employee Name、Student Home Address。E-R 图中，实体描述包含属性名，
属性可以和联系相关联，后面将做介绍。注意，属性必须与某个实体或联系相关联。
如图 2-5 所示，联系实体 DEPENDENT 的所有属性仅仅是指员工家属实体的特征，而
不是员工实体的特征。传统的 E-R 表示方法中，实体类型（不仅包括弱实体，还包括任何实
体）不包含与之相关的实体的属性（被称为外属性）。例如，DEPENDENT 不包含与之相关
的员工实体的属性。根据 E-R 数据模型的无冗余特性与数据库中的数据共享特性的一致性，
从数据库中存取数据时要特别注意有关联关系的实体的关联属性（例如，Dependent Name
和与其关联的 Employee Name）。
1. 必要属性与可选属性
每个实体（或实体类型实例）都可能有一个与实体类型属性相关联的值。每个实体实例
必须存在的属性称为必要属性，可以为空值的属性称为可选属性。例如，如图 2-6 所示，两
个 STUDENT 实 体（实 例） 的 属 性 值 中 唯 一 可 选 的 属 性 是 Major。（例 子 中 的 学 生 Melissa
Kraft 就没有选择任何专业；当然 MIS 是一个伟大的职业选择！）根据组织的属性规则，每个
学生的所有其他属性必须有值，也就是说，系统无法存储 STUDENT 实体实例中必要属性值
为空的实例数据。在 E-R 图符号集中，在属性的前面加“ * ”或者字体选用黑体表示必要属
性，加“ o ”或者用普通字体（本书采用这种格式）表示可选属性。一般情况下，必要属性与
57

可选属性在补充文档中进行说明。第 3 章中，考虑实体超类和子类时，利用可选属性可以表
示不同类型的实体（例如，没有选择专业方向的学生实体可以作为学生实体类型的子类）。如
果可选属性值为空，则称为 null。因此，每个实体有一个标识属性以及一个或多个其他属性，
标识属性在后续的章节中将做介绍。如果创建实体时只有一个标识符属性，则该实体可能不
合法，这种数据结构仅仅简单容纳一些属性的合法值列表，最好是将这些数据存储在数据库
之外。
实体类型：STUDENT
属性

属性的数据类型

必要或可选

实例

实例

Student ID

CHAR（10）

必要

876-24-8217

822-24-4456

Student Name

CHAR（40）

必要

Michael Grant

Melissa Kraft
1422 Heft Ave

Home Address

CHAR（30）

必要

314 Baker St.

Home City

CHAR（20）

必要

Centerville

Miami

Home State

CHAR（2）

必要

OH

FL

Home Zip Code

CHAR（9）

必要

45459

33321

Major

CHAR（3）

可选

MIS

图 2-6

学生实体类型的必要和可选属性

2. 简单属性与复合属性
有些属性可以继续细分为若干个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详细属性）。如图 2-5 中的 Name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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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复合属性是指由若干个有意义的详细属性组合成的属性。如 Address 属性，通常可以被
细分为以下几个属性：Street Address（街道地址）、City（城市）、State（州）和 Post Code（邮
政编码）等。图 2-7 表示了标识复合属性的符号。但大多数的画图工具没有标识复合属性的
符号，所以可以通过简单罗列复合属性中详细属性的方式来表示。
复合属性体现了属性定义的灵活性，用户可以选择复合属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属性单元，
也可以选择复合属性中的某个详细属性作为属性。例如，用户可以选择 Address 作为复合属
性，或者选择地址复合属性中的一个详细属性（如 Street Address）作为属性。详细属性必须
有组织意义，复合属性是否需要细分为详细属性取决于用户需求。当然，设计人员总是希望
能更准确、更详细地定义数据库的使用模式。
简单（或原子）属性是一个在组织中有意义且不能被分解成更小属性单元的属性。例如，
与 AUTOMOBILE（汽车）相关的简单属性包括：Vehicle ID、Color、Weight 和 Horsepower 等。
3. 单值属性与多值属性
图 2-6 显示了两个有各自属性值的实体实例，图中每个实体实例的属性都对应一个值，
实例的属性也有可能对应多个值。例如图 2-8 中，EMPLOYEE 实体中的 Skill 属性值记录了
一个员工具备一项或多项技能的情况。当然，有的员工可能具备一项以上的技能，例如，某
员工既具备 C++ 程序开发技能，也具备 PHP 程序开发技能。所以，多值属性是指实体（或
联系）实例中的属性可以对应多个值。在图 2-8 中的员工 Skill 属性的例子中，把属性名写在
一对大括号中表示多值属性。在微软的 Visio 软件中，可以从选项列表中对实体属性进行编
辑（一般选择多值集）。还有些 E-R 绘图工具在属性名后使用“ * ”或补充文档来说明多值
属性。
EMPLOYEE

详细属性

. . .
Employee Address
(Street Address, City,
State, Postal Code)
. . .

图 2-7

一个复合属性的例子

复合属性

多值属性

图 2-8

EMPLOYEE
Employee ID
Em
Employee
Name(. . .)
Pa
Payroll
Address(. . .)
Da Employed
Date
{S
{Skill}
[Y
[Years
Employed] ]

推导属性

具有多值属性（Skill）与推导属性
（Years Employed）的实体

初学者在刚接触数据模型时容易混淆多值属性和复合属性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Skill
是个多值属性，在员工实体中可以多次出现。Employee 和 Payroll Address（账单地址）是复
合属性，在每个员工实体中只出现一次并且可以被细分为更多的原子属性，为简单起见，这
些在图 2-8 中没有说明。参考问题与练习 16 复习复合属性与多值属性的概念。
4. 存储属性与推导属性
一些用户感兴趣的属性值可以通过存储在数据库中的其他一些相关属性计算、推导得出。
例如，假设公司的 EMPLOYEE 实体类型有一项 Date Employed（入职日期）属性。如果用户希
望得到员工的工龄，则可以通过获取员工的入职日期和当天日期计算得出。推导属性（derived
attribute）是指可以通过其他相关的属性值计算得出的属性值（没有存储在数据库中的附加数
据，例如当前日期、当前时间或由系统用户提供的安全码）。E-R 图中，把属性名字写在一对
方括号内表示推导属性，如图 2-8 所示的 Years Employed（工龄）属性。有些 E-R 绘图工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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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导属性名字前加斜杠“ / ”来标识推导属性（这个符号引用于 UML 中的虚拟属性）。
有很多属性值是从相关的实体属性值中推导出来的。例如，为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每
个客户创建发票。Order Total（订单总额）是 INVOICE（发票）实体的一个属性，表示客户
订单的总金额。订单总额可以通过“单价 × 出售数量”计算推导得出，公式计算推导的方
法也类似一种业务规则。
5. 标识符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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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符是指能够识别不同实体类型实例的某个属性（或联合属性）值，即不存在两个有相

59

同标识符属性值的实体类型实例。前面介绍的 STUDENT 实体类型的标识符是 Student ID，而
AUTOMOBILE 的标识符是 Vehicle ID。注意，类似 Student Name 的属性不能作为候选标识符，
因为多个学生可能有一样的名字，而且名字是可以变更的。作为候选标识符，在每个实体实例
中必须有一个与实体相关联的属性值。在 E-R 图
上我们在标识符名下加下划线，如图 2-9a 所示的
STUDENT 实体类型。另一方面，标识符属性是
必要属性（标识符属性的值不能为空），所以标识

STUDENT
Student ID
Student Name(. . .)
...

符属性用粗体表示。有些 E-R 绘图工具在标识符
属性前加一个构造型符号，如 <<ID>>、<<PK>>。
有些实体类型无法使用一个（或原子）属性
作为标识符（即确保标识符唯一性），就选择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属性联合作为标识符。复合标

a）简单标识符属性
FLIGHT
Flight ID
(Flight Number, Date)
Number Of Passengers
...

复合标识符

b）复合标识符属性

识符是指标识符自身由复合属性构成。如图 2-9b
所 示，FLIGHT（航 班） 实 体 的 Flight（航 班）ID

必要标识符

图 2-9

简单标识符与复合标识符属性

为复合标识符，航空公司规定飞行航班的航班 ID 必须唯一，航班 ID 由 Flight Number（航
班号）和 Flight Date（航班日期）两个属性共同组成。一般来说，使用下划线来表示复合属
性（航班 ID）为标识符，而其组成属性不需要用下划线标识。但也有学者认为复合标识符
“打破了使用简单标识符的平衡”。上例中，即使有航班 ID 属性，数据建模时还是会问一个
问题：“会不会出现两个航班有一样的航班号、一样的航班日期呢？”如果会，那么为了保证
航班的唯一性，就需要再加一个属性构成复合标识符。
实体可以有多个候选标识符。如果有多个候选标识符，那么在设计时必须选择其中一个
作为标识符。Bruce（1992）建议选择标识符的标准如下：
1）选择在实体实例的生命周期内不会被改变其值的属性作为标识符。例如，合并员工
姓名和账单地址（即使是唯一的）作为员工的标识符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员工的
任期内，员工姓名和账单地址会很容易改变。
2）选择实体实例中有有效值且不为空（或未知）的属性作为标识符。如果标识符是个复
合属性，例如图 2-9b 中的 Flight ID，则要确保组成标识符的所有部分的属性值都有效。
3）避免使用可以表示分类、位置信息等所谓的智能标识符（或键）。例如，仓库的位置由
60

标识符值的前两位编码表示，但环境一旦发生变化，编码也随之变化，这时标识符值就会失效。
4）尽量使用单一属性代理标识符替代复合属性标识符。例如，一个由主队和客队联合
构成 Game 实体类型可以由属性名为 Game Number 的属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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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命名与定义属性
除了符合一般规则外，属性命名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如：
● 属 性 名 为 单 数 名 词 或 名 词 短 语（如 Customer ID、Age（年 龄）、Product Minimum
Price（最低产品价格）、Major 等）。属性用数据值体现，是实体的概念或本质特征，
概念和本质特征由名词描述。
● 属性名应该唯一。同一个实体类型中不允许两个属性名字相同。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数
据模型，模型中所有实体类型中不允许两个属性名称相同。
● 属性的命名应该是唯一的、清晰的，每个属性名都遵守标准格式。例如，大学成绩管
理系统中设置 Student GPA 为属性命名的标准格式，而非 GPA of Student。每个组织
都会设置一个统一的属性命名格式。常见的格式有：[ 实体类型名 {[ 约束 ]}] 类，其
中 [...] 为选项，{...} 表示可重复的选项。实体类型名是与实体属性相关联的实体名。
在实体的组织定义中，类是构成实体的性质或特征（或特征缩写）的短语集合。例
如，类的值（和关联的缩写）可以表示为 Name（NM）、Identifier（ID）、Date（Dt）或
Amount（Amt）。约束是在类的组织定义中限定类的短语集合。例如，员工生日和入
职时间这两个属性必须符合前后顺序的约束条件。
● 在组织使用的名字中，不同实体类型中的相似属性应该使用相同的约束和类。例如，
教师和学生的户籍应该分别为目前教职工居住的城市名称和学生目前就读学校对应的
城市名称。
还有一些定义属性要遵循的特定规则：
● 属性定义要陈述属性是什么及其重要性。属性的定义经常会与属性名等价，例如学生
居住城市名（Student Residence City Name）可以被定义为“学生永久居住的城市名称”。
● 属性定义应该明确指出属性值包含和不包含的内容。例如，“员工月薪是指员工所居
住国家每个月发放的货币金额总和，不包含任何福利、奖金、报销以及特殊费用。”
● 在 CASE 工具库中可以用属性的别名或替代名字存储数据定义，但在定义或是文档
中，这个属性应该是唯一的并与定义保持一致。
● 属性定义中声明属性值的来源可以使数据的含义更清晰。例如，“标准的客户行业代
码是客户业务类型的标识，这个代码值来源于贸易委员会提供的标准值集合，该值可
以通过购买由 FTC（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每年提供的名为 SIC 的光盘来获取。”
● 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属性定义（或 CASE 工具库中的其他说明）时必须定义属性
值是可选属性还是必要属性。例如，“员工部门 ID 是分配给员工所在部门的标识符。
员工在刚被录用还没有被分配到具体部门时，这个属性的初始值就是一个可选属性，
但一旦员工被分配到一个部门，那么员工信息就始终与被分配的部门对应。”
● 属性的定义（或其他 CASE 工具库中的说明）也可以标识属性值在实体实例生命周期内
的变化情况，这条业务规则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非智能标识符的值不会随时间变化。
若给实体实例定义新的非智能标识符，必须先将这个实例删除，然后再重新创建。
● 多值属性的定义应该标识出实体实例属性值允许出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例如，“员
工技能名是员工具备的技能名字的列举，而每个员工至少拥有一项技能，并且员工可
以选择列举出不超过 10 项的技能。”多值属性定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原因是系统需要
保存属性值变化的历史记录。例如，“某公司规定，某员工一天工作的时间低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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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时间的 50% 就被视为旷工。‘员工年度旷工天数’是指员工在一年内旷工的总天
数。在员工为公司工作期间，每年的这个值将一直被公司保存。”
● 属性的定义可以表示属性之间的联系。例如，“员工假期天数是指全年员工带薪休假
的总天数。如果员工类型中有‘免税’的属性，那么员工全年可休天数由带有员工工
龄属性的公式计算得出”。

2.4

联系建模
联系是连接 E-R 模型中各组件的纽带。直观地说，联系是个动词短语名称，是表示数据

模型中有意义的一个或多个实体类型的实例之间交互、关联的情况。联系及其特征（度和基
数）表示业务规则，通常表示 E-R 图中复杂的业务规则。换句话来说，联系让数据建模变得
非常有趣，同时对保持数据库的完整性也起到关键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联系，请务必区分联系类型和联系实例。为了说明这两者的区别，我
们以 EMPLOYEE 和 COURSE（课程）实体类型为例进行分析，其中 COURSE 代表员工可
以参加的培训课程科目。为了记录员工已经完成培训的课程，在员工和课程两个实体类型之
间定义了 Completes（完成）联系（见图 2-10a）。每个员工可以选择完成多门课程（0、1 或
多门课程）培训，而一门课程可以由任意多名员工（0、1 或很多员工）选择完成培训，所以
Completes 联系是一种多对多的联系。例如，在图 2-10b 中，员工 Melton 已经完成了三门课
程（C++、COBOL 和 Perl）的培训。SQL 课程由两名员工（Celko 和 Gosling）完成培训，但
是没有一名员工完成 Visual Basic 课程的培训。
多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 .)
Birth Date

多
Completess
Co

COURSE
Course ID
Course Title
{Topic}

a）联系的类型（完成）
员工

完成

课程

Chen

C++

Melton

Java

Ritchie

COBOL

Celko

Visual Basic

Gosling

Perl

每条线表示“完成”联系类
型的一个实例（一共 10 个）

SQL

b）联系的实例

图 2-10

联系的类型及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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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例子中，Completes 联系关联了两个实体类型（EMPLOYEE 和 COURSE）。一
般情况下，任意数量的实体类型（一个或者多个）都可以通过联系进行连接。
组织中实体实例之间有事件发生才存在联系，因此，使用动词短语来标识联系比较合
适，而且动词短语应该是描述性的一般现在时态。然而，联系的表示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有
些数据建模人员选择对联系的两个方向上各用一个联系名字的方式表示。一个或两个动词短
语具有相同的结构意义，因此，只要在每个方向上联系的意思清晰，可选择两种格式之一。
本章及后续章节主要使用“单个动词短语标签”来表示实体之间的联系。

2.4.1

联系的基本概念和定义

联系类型（relationship type）是指实体类型之间有意义的关联。有意义的关联一词隐含
了联系可以解答仅仅在单个实体类型上不能回答的问题。在如图 2-10a 所示的例子中，联系
类型的名称在两个关联的实体之间的横线上面标注，而在图 2-1 中则是直接用两个实体名表
示实体类型之间的联系。建议使用有意义且简短的描述性动词短语作为联系名。（本节将阐
述更多关于联系命名和定义的内容。
）
联系实例（relationship instance）是指实体实例之间的关联，每个联系实例都关联一个
来自参与实体类型的实体实例（Elmasri and Navathe，1994）。例如，在图 2-10b 中，10 条
直线中的每条线都表示一个员工与一门课程之间的联系实例，同时表明员工已经完成了这门
课程的培训。例如，员工 Ritchie 和课程 Perl 之间的连线就代表一个已经完成课程培训的联
系实例。
1. 联系上的属性
通过前面的学习可知实体有属性，而多对多（或者一对一）的联系也可以有属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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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的属性。如表 2-1 所示的日期样例。
表 2-1
Employee Name
Chen

Course Title
C++

62
~

假设在组织中需要记录员工完成每门培训课程的日期（年和月），就需要一个 Date Completed
显示完成日期的实例

Date Completed

Employee Name

06/2009

Ritchie

Course Title

Date Completed

Perl

11/2009

Chen

Java

09/2009

Celko

Java

03/2009

Melton

C++

06/2009

Celko

SQL

03/2010

Melton

COBOL

02/2010

Gosling

Java

09/2009

Melton

SQL

03/2009

Gosling

Perl

06/2009

在 E-R 图中如何标注 Date Completed 属性呢？参照图 2-10a，注意，Date Completed 并
没有与 EMPLOYEE 或 COURSE 实体有关联，这是因为 Date Completed 是 Completes 联系
的性质，与 EMPLOYEE 和 COURSE 实体的属性无关。换句话说，Completes 联系的每个实
例都有一个 Date Completed 属性值。如表 2-1 中名为 Melton 的员工在 2009 年 6 月完成了
Course Title（课程名）为 C++ 的培训课程，这就是一个 Completes 联系实例。
图 2-11a 是员工完成培训课程加强版的 E-R 图。图中，Date Completed 属性标注在直线
连接的 Completes 联系上方的矩形框内。如果联系还有其他属性，那么也可以添加到矩形框
内，如 Course Grade（课程成绩）、Instructor（导师）、Room Location（教室位置）等。
非常有趣的是，一对多的联系没有属性，如图 2-5 中的 Carries。例如，家属日是指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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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家属的日期，与完成日期相似。每个家属都只能与一个员工关联，这样家属的日期特征
就明确了。（例如，对一个给定的家属，家属日不会随员工而变化。
）所以，如果你曾经极力
想让一对多的联系有一个属性，那么现在请你停止这种想法。
2. 关联实体
联系有一个或多个属性时，为了更清晰地表示联系，建议在数据库设计时将联系表示成
一个实体类型。为了强调这一点，大多数的 E-R 绘图工具要求将这样的属性认定在实体类
型中。关联实体（associative entity）是指与一个或多个实体类型的实例关联且具有这些实体
实例间联系的特有属性的实体类型。图 2-11b 中，用圆角矩形表示“证书（CERTIFICATE）”
关联实体。但大多数的 E-R 绘图工具中没有为关联实体设置专门的表示符号。联系名字（动
词）通常会被转换为名词性的实体名，因此关联实体常使用动名词表示。关联实体代表的是
一种联系，所以图 2-11b 中不需要在关联实体和强实体之间的直线上方标注联系名字。大多
数 E-R 绘图工具绘制的关联实体图都与图 2-11c 所示的用 Visio 绘制的关联实体图类似。在
Visio 中，由于 CERTIFICATE 的标识符不包含与其有关联的实体的主标识符（有 Certificate
Number（证书号）就足够了），所以与 CERTIFICATE 有联系的线是虚线。
Date Completed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 .)
Birth Date

A

B
Completes

COURSE
Course ID
Course Title
{Topic}

a）联系上的属性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 .)
Birth Date

A

CERTIFICATE
B
Certificate Number
Date Completed

B

COURSE
Course ID
Course Title
{Topic}

b）关联实体（证书）
EMPLOYEE
PK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CERTIFICATE
PK Certificate Number
Date Completed

COURSE
PK Course ID
Course Title

c）用微软 Visio 绘制的一个关联实体

图 2-11

关联实体

如何判断联系是否可以转换为关联实体类型呢？存在以下 4 个判定条件：
1）参与构成联系的实体类型之间是“多对多”的联系。
2）关联实体类型对最终用户有独立意义并能通过单一属性标识符标识该关联实体。
3）除标识符属性外，关联实体还有一个或多个其他属性。
4）关联实体可以参与一个或多个联系，但联系本身独立于与其相关的所有关联实体。
图 2-11b 表示把 Completes 联系转换为关联实体类型的过程。本例中，公司培训部门
为每个完成课程培训的员工颁发结业证书，因此，CERTIFICATE 实体对完成培训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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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是有独立意义的。另外，每个证书都有一个编号（Certificate Number）作为证书实体
的 标 识 符，Date Completed 也 是 证 书 的 属 性。 注 意， 在 图 2-11b 和 Visio 版 本 的 图 2-11c
中， 参 与 和 CERTIFICATE 关 联 的 两 个 联 系 实 体 是 EMPLOYEE 和 COURSE。 实 例 表 示 了
将一个多对多联系（图 2-11a 中的 Completes）转换为两个一对多（图 2-11b 和图 2-11c 中与
CERTIFICATE 关联的）联系的过程。
需要注意，把联系转化为关联实体类型时会导致联系符号的改变，即基数为“多”的标
识会终止在关联实体处，而不是在每个参与实体类型处。图 2-11 显示了一个员工可以完成
一门或多门培训课程（图 2-11a 中的符号 A），同时可以获得多本结业证书（图 2-11b 中的符
号 A）；一门课程被一名或多名员工选修完成（图 2-11a 中的符号 B），那么就会有多个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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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给员工（图 2-11b 中的符号 B）。问题与练习 20 是图 2-11a 的有趣变形，强调把多对多
联系转换到关联实体时应遵循的规则，如 Completes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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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联系的度

联系的度是参与联系的实体类型的数量。图 2-11 中 Completes 联系关联了两个实体类
型：EMPLOYEE 和 COURSE， 所 以 Completes 联 系 的 度 为 2。 在 E-R 数 据 模 型 中 常 见 的
联系的度为一元（度为 1）、二元（度为 2）和三元（度为 3）。更高的度在联系中也可能存
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少见，所以本书仅讨论上面三种情况。图 2-12 中有一元、二元、
三元联系的例子。（为了表示简洁，图中只表示了实体间联系的度，没有对实体属性进行
标注。
）

Is Married To
PERSON
一对一

EMPLOYEE

Manages
EMPLOYEE
一对多
a）一元联系

Is Assigned

PARKING
SPACE

Stands After
TEAM

PRODUCT
LINE

一对一

一对一
Contains

PRODUCT

一对多
STUDENT

Registers For
多对多
b）二元联系

COURSE

PART

VENDOR
VEND
OR

Supplies

例如，一个销售商 X 通过次日的航班
供应单价为 5 美元的 C 部件到 Y 仓库的
实例

WAREHOUSE

Shipping Mode
Unit Cost
c）三元联系

图 2-12

不同度的联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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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说明数据库设计没有通用的数据模型，任何一种数据模型都是为了表示某一个
特殊的情境。观察图 2-12a 中的 Manages（管理）联系，某些公司中一个员工很可能被许多
其他员工管理（即一个矩阵组织）。因此，在进行 E-R 模型建模时，必须了解数据模型中特
殊的业务规则，才能建立更合理的数据模型。
1. 一元联系
一元联系（unary relationship）是指只有一种实体类型的实例间的联系（一元联系也可
称为递归联系）。图 2-12a 中有三个一元联系的案例。第一个案例中，实体类型是 PERSON
（人）的实例之间若选择 Is Married To 联系则是一对一的联系；一个人只有在已婚状态下才
需要记录婚姻联系，那么当婚姻状况发生变化时是否需要保存每个人的婚姻状况的历史记
录呢？见课后问题与练习 12 中业务规则及其对 Is Married To 联系的影响。第二个案例中，
EMPLOYEE 实体类型实例之间存在一对多的 Manages 联系，通过这种联系可以标识多名员
工向某位经理汇报的情形。第三个案例是利用一元联系来表示一个序列、循环或优先队列的
实例。案例中，运动队的排名与其在联赛中的排名有关（Stands After 联系）。（注意：在这些
例子的讨论中，忽略掉这些联系是必要的还是可选基数，或者同一个实体实例是否可以在同
一个联系实例中重复。在本章的后续部分将讨论必要基数和可选基数。
）
图 2-13 中还显示了另一个名为材料清单结构（BOM 结构）的一元联系。工业产品由零
部件组装而成，换句话说，产品由零部件和零件组成。如图 2-13a 所示，我们可以用多对多
的一元联系表示这种结构。在这幅图中，ITEM（零件）实体类型表示各种类型的组件，用
Has Components（组成）联系来表示低级别和高级别零件之间的关联关系。
图 2-13b 中显示了两个材料清单结构的实例。每幅图展示了每个零件的直接组件以及
需要的组件数量。例如，零件 TX100 包含零件 BR450（数量为 2）和零件 DX500（数量为
1）。可以很容易地验证这是个多对多的关联。多数零件都包含一个以上类型的组件（如零件
MX300 有三种类型的直接组件：HX100、TX100 以及 WX240。其中一部分组件还被用来
组合成更高级别的部件。例如，零件 WX240 被用于组成零件 MX300 和零件 WX340，用在
不同级别的材料清单中。例如，多对多的联系可以保证相同结构的 WX240 零部件（未显示）
可以构造其他不同类型的零件。
Has Components 联系具有产品的 Quantity（数量）属性，表明可以将 Has Components
联 系 转 换 为 关 联 实 体。 图 2-13c 显 示 了 BOM STRUCTURE（BOM 结 构） 实 体 类 型， 由
ITEM 实体类型的实例之间的联系构成。BOM STRUCTURE 中的第二个属性（名为 Effective
Date（有效日期））用来记录某个零件第一次装配时的日期，需要记录下历史数据的值时
Effective Date 常常是必需的。第 9 章中将阐述这种可以表示层次结构的一元联系的数据模
型结构。
2. 二元联系
二元联系（Binary Relationship）是两个实体类型的实例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数据建
模中最常见的联系类型。图 2-12b 表示了三个二元联系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一对一）表示
可以为一个员工分配一个停车位，而每个停车位也只能被分配给一个员工。第二个例子（一
对多）表示一条产品流水线可以包含多个产品，但每个产品只能由一条产品流水线生产。第
三个例子（多对多）表示一个学生可以注册一门以上的课程，同时一门课程也可以有多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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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Components
ITEM

Quantity

a）多对多的联系
Mountain Bike
MX300

Handle Bars
HX100
Qty: 1

Transmission
System TX100
Qty: 1

Brakes
BR450
Qty: 2

Derailer
DX500
Qty: 1

Tandem Bike
TR425

Wheels
WX240
Qty: 2

Handle Bars
HT200
Qty: 2

Transmission
System TX101

Wheels
WX340
Qty:2

Derailer
DX500
Qty: 1

Wheels
WX240
Qty: 2

Wheel Trim
WT100
Qty: 2

Brakes
BR250
Qty: 2 Qty:

b）两个零件的材料清单结构（BOM）实例
Has Components
BOM STRUCTURE
Effective Date

ITEM

Quantity
Used In Assemblies
c）关联实体

图 2-13

材料清单结构表示图

3. 三元联系
三元联系（ternary relationship）是三个实体类型的实例之间的并发联系。图 2-12c 显
示了典型的商业情境中使用三元联系的示例。示例中，销售商可以给仓库供应不同的部件；
Supplies（供应）联系用于记录一个销售商给指定仓库供应指定的部件。因此，这里有三个
实 体 类 型：VENDOR（销 售 商）、PART（部 件） 和 WAREHOUSE（仓 库）。Supplies 联 系 有
两个属性：Shipping Mode（发货方式）和 Unit Cost（单价）。例如，一个销售商 X 通过次日
的航班供应单价为 5 美元的 C 部件到 Y 仓库的实例。
注 意， 不 要 把 一 个 三 元 联 系 混 同 于 三 个 二 元 联 系。 例 如，Unit Cost 是 图 2-12c 中
Supplies 联 系 的 属 性。Unit Cost 和 三 个 实 体 类 型 之 间 任 何 一 个 二 元 联 系 都 没 有 关 联， 如
PATR 和 WAREHOUSE 之间。因此，如果销售商 X 运送单价为 8 美元的部件 C 的记录，若
记录中没有说明部件被运送到哪个仓库存储，那么这是一条不完整的数据记录。
如图 2-12c 所示，Supplies 联系有属性存在，表明供应联系可以转换为关联实体类型。
图 2-14 是图 2-12c 所示的三元联系的变形（比图 2-12c 模型更清晰）。图 2-14 中（关联）实
体类型 SUPPLY SCHEDULE（供应计划）替代了图 2-12c 中的 Supplies 联系。显然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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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实体类型独立于用户。但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给 SUPPLY SCHEDULE 分配标
识符，这在数据建模中是允许的。如果在 E-R 建模阶段没有给关联实体分配标识符，那么
在逻辑建模阶段会给关联实体分配标识符（在第 4 章中讨论）。标识符是参与联系的实体类
型的标识符共同构成的复合标识符。（在上面的例子中，SUPPLY SCHEDULE 的标识符由
PART、VENDOR 和 WAREHOUSE 三者的标识符联合构成。
）思考一下，还有哪些属性有可
能与 SUPPLY SCHEDULE 实体有关联？
PART

VENDOR

SUPPLY SCHEDULE
Shipping Mode
Unit Cost

图 2-14

WAREHOUSE

一个三元联系关联实体

和前面提到的一致，这里没有标注从 SUPPLY SCHEDULE 到其他三个实体的直线。这
是因为这些直线不能表示二元联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要保持图 2-12c 中三元联系含义相
同，就不能将供应联系拆分为三个二元联系。
三元联系还要遵循一些规则：将所有三元（或更高阶）联系转化为如图 2-14 中所示的关
联实体。Song 等人（1995）提出参与约束（后面章节将介绍基数约束）不能通过给定的联系
属性连线符号精确地表示一个三元联系。然而，通过将约束转换为关联实体，可以准确地表
示这些约束。大多数 E-R 绘图工具（包括最常用的 CASE 工具）都无法表示三元（或更高阶）
联系。所以，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必须使用这些工具将一个关联实体和三个二元联系来表示
三元联系，并且每个二元联系实体类型都是强制性关联关系。

2.4.3

属性或实体

有时在表示数据时会遇到该将数据表示成属性还是实体的困惑。图 2-15 的案例中，有
三种情况可以用实体类型表示属性。图中左侧使用 E-R 文本符号，右侧使用 Visio 中的符
号。设计模型时会遇到不同的模型使用不同风格来表示数据，所以学会在不同的表示方
法中正确阅读 E-R 图（ERD）非常重要。图 2-15a 中，一门课程潜在的多个必要条件（在
Attribute（属性）单元中显示为多值属性）可能还是课程（一门课程可能是其他课程的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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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因此，预修课程可以看作是课程间的材料清单结构（在 Relationship & Entity（联系
和实体）单元中表示），而不是 COURSE（课程）的一个多值属性。预修课程可以用 BOM 结
构表示，意味着查找一门课程的预修课程以及查找哪些课程是一门课程的预修课程都由实体
类型之间的联系进行处理。若一门课程的预修课程是多值属性，查找该课程的预修课程就是
要查找所有课程实例的预修课程的特定值。如图 2-13a 所示，COURSE 实体类型之间也可
以类似地用一元联系建模。在 Visio 中，这种特殊情况需要创建一个等价的关联实体（见图
2-15a 中的 Relationship & Entity 单元；Visio 中不采用圆角矩形表示符号）。通过创建关联实
体可以很方便地给联系添加特征条件，如符合选修条件学生的最低年级等。另外我们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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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 中用 PK（主键）符号（在本例中）和粗体表示标识符，标识符属性是必要属性。
ATTRIBUTE

RELATIONSHIP & ENTITY
Has Prerequisites
COURSE

COURSE
Course ID
Course Title
{Prerequisite }

Prerequisite
PK Course ID
PK Pre-Req Course ID

PK Course ID
Course Title
Is Prerequisite For
a）通过 BOM 结构展示多值属性与联系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Skill (Skill Code,
Skill Title, Skill Type) }

Possesses

EMPLOYEE

PK,FK1
PK,FK2

PK Employee ID

Employee ID
Skill Code

SKILL
PK Skill Code

Employee Name

Skill Title
Skill Type

b）复合、多值属性与联系
DEPARTMEN T

EMPLOYEE

Employs

PK Employee ID
EMPLOYEE
Employee ID
Employee Name
Department
(Department Number,
Department Name,
Budget)

PK Department Number

Employee Name

ORGANIZATIONAL UNIT

Department Name
Budget

PROJECT

c）与其他实体类型共享数据的复合属性

图 2-15 用联系和实体连接相关属性

在图 2-15b 中，员工可能有多个技能（见 Attribute 单元），但组织中希望技能可以作为
一个实体类型（在 Relationship & Entity 单元中显示为等价的关联实体）数据保存（用一个
特定的技能编码标识每项技能、一个描述性的技能标题以及技能类型，例如，技术或管理）。
一名员工可以有很多技能，但这些技能不能作为员工的属性，而是作为一个关联实体类型的
实例。在图 2-15a 和 2-15b 的情形中，在某些人看来，不是把联系转化为其他的实体类型，
而是把数据表示成多值属性，以对 E-R 图进行简化。另外，图 2-15 三个例子中右侧的表示
图更接近于目前流行的 DBMS，这是标准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表示方法。虽然我们不
关注这些图在概念数据建模阶段的实现过程，但是这里面保留了与概念模型和逻辑模型相似
的逻辑概念。在接下来的例子中会看到不管是简单属性、复合属性还是多值属性，有些情况
下属性必须是一个独立实体。
那么，什么情况下属性应该通过联系连接到实体类型呢？答案是：当属性是数据模型中
某个实体类型的标识符或其他特征并且多个实体类型实例需要共享该属性时。图 2-15c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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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规则，例子中 EMPLOYEE 有 Department（部门）的复合属性。部门是个商业概念，
多个员工可以共享同一个部门数据。部门数据可以（非冗余地）在 DEPARTMENT 实体类型
中表示，与之关联的实体实例可以通过部门实体获取该部门的数据属性。通过这种方法，多
个员工可以共享同一个部门的数据，并且项目（被分配到该部门）和公司中的某一单位（由
部门构成）也可以共享这同一个部门的数据。

2.4.4

基数约束

有一个更重要的数据建模符号可以表示一些常用而重要的业务规则。假设通过一个联系
连接两个实体类型 A 和 B。基数约束是指实体 B 的实例通过一个联系能够（或必须）与实体
A 关联的实例个数。例如，考虑一个音像店存储的 DVD 电影租赁光盘，库存中每部电影可
能对应多张 DVD 光盘，这是一对多的联系，如图 2-16a 所示。但是，有些特定的情况（如
所有的盗版被没收的情况）下这家店可能没有一部指定电影的 DVD 光盘。因此，需要一个
更精确的符号来表示一个联系的基数范围。回顾图 2-2，该图引入了基数表示符号。
1. 最小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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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联系的最小基数是实体 B 的实例中可以与实体 A 的每个实例关联的实例的最小个
数。在上述的 DVD 示例中，一个电影的 DVD 的最小个数为 0。当参与的最小个数为 0 时，
实体类型 B 就是联系的可选参与实体。例如，DVD（弱实体类型）在 Is Stocked As（库存）联
系中为可选参与实体。这个事实在图 2-16b 中用 DVD 实体附近的直线上标识的符号 0 描述。
MOVIE

Is Stocked As

DVD

a）基本联系
最大值为 1，
最小值为 1
MOVIE
Movie Name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多

Is Stocked As

DVD
Copy Number

b）联系的基数约束

图 2-16 基数约束介绍

2. 最大基数
一个联系的最大基数是实体 B 的实例中可以与实体 A 的每个实例关联的实例的最大个
数。在上述电影 DVD 的例子中，DVD 实体类型的最大基数为“很多”，也就是说 DVD 数量
是一个大于等于 1 的不确定数字。基数值在图 2-16b 中用类似“乌鸦脚”的符号在 DVD 实
体符号左侧的直线上方对 DVD 数量的最大、最小基数进行标识。（维基百科上有关于“乌鸦
脚”这个标识符来源的有趣解释；下面这篇文章也介绍了大量的表示基数的符号，网址如下：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tity-relationship_model。
）
当然，联系是双向的，所以在 MOVIE（电影）实体右侧也有基数符号。注意 MOVIE 实
体的最大和最小基数数目都是 1（见图 2-16b），这样的基数称作强制性基数（mandatory one
cardinality）。换句话说，一部电影对应的所有 DVD 都应该是该电影的拷贝。一般来说，联
系的实体为可选参与或强制性参与。若最小基数为 0，则实体是可选参与；若最小基数为 1，
则实体是强制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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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2-16b 中，每个实体类型都添加了一些属性。注意，由于每个 DVD 存在的前提是
原版电影主体存在，所以 DVD 是一个弱实体。MOVIE 的标识符是 Movie Name（电影名），
而 DVD 没有唯一标识符，Copy Number（拷贝编号）可作为 DVD 实体的部分标识符，Copy
Number 和 Movie Name 共同构成了 DVD 实例的唯一标识符。

2.4.5

联系和基数的例子

图 2-17 中三个联系的例子显示了所有可能的最大和最小基数的组合。三个例子都显示
了每个基数约束的业务规则以及相关的 E-R 符号，每个例子还列举了一些联系实例以说明
联系的性质。图 2-17 中的三个例子说明了以下业务规则：
1）患者拥有病史记录（图 2-17a）。每个患者可能有一个或多个病史。（从患者第一次参
与治疗开始，每一次治疗都会产生一个 PATIENT HISTORY（病史）的实例。
）每个 PATIENT
HISTORY 实例只与一个 PATIENT（患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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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把员工分配给项目（图 2-17b）。每个 PROJECT（项目）至少被分配一名 EMPLOYEE
（员工）参与（某些项目还可能有多名员工参与）。每个 EMPLOYEE 可能或（可选地）没有分
配到任何现有的项目（如员工 Pete 就没被分配到任何项目），当然，一名 EMPLOYEE 也可
以被分配到一个或更多项目中参与工作。

PATIENT

Has Recorded

PATIENT
HISTORY

强制

Mark

Visit 1

Sarah

Visit 1
Visit 2

Elsie

Visit 1

a）强制基数
Rose
EMPLOYEE

Is Assigned To

PROJEC
PROJECT

Pete

可选

Tom
Heidi

b）一个可选、一个强制基数
Shirley

Is Married To

Mack
Dawn

可选

Kathy
Ellis
Fred
c）可选基数

图 2-17

TQM

Debbie

强制

PERSON

BPR

基数约束的例子

OO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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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PERSON）和人结婚（Is Married To）（图 2-17c）。两个基数方向各有一个基数
可选值为 0 或 1，因为一个人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内选择结婚或不结婚。
最大基数一般是个固定值，而不是一个任意“多”的值。例如，假如某公司政策规定一
个员工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参与 5 个项目，则可以通过图 2-17b 中的 PROJECT 实体旁边的类
似“乌鸦脚”的符号上方或下方标注数字 5 来表示这种业务规则。
三元联系例子
图 2-14 中表示了一个 SUPPLY SCHEDULE 三元联系关联实体。根据供应商品的业务规
则为供应联系的 E-R 图添加基数约束，如图 2-18 所示。注意，PART 和 WAREHOUSE 必须
与某个 SUPPLY SCHEDULE 实例相关联，且 VENDOR 可以选择是否参与供应商品。每一个
供应计划实例必须与每一个参与实体类型的一个实例关联，所以参与 SUPPLY SCHEDULE
联系的每个实体的基数都是强制性的（记住，SUPPLY SCHEDULE 是一个关联实体）。
前面曾经提到，一个三元联系不能与三个二元联系等价。遗憾的是，很多 CASE 工具不
73

支持三元联系图的绘制；如果必须要用三个二元联系表示一个三元联系（如一个关联实体与
三个二元联系），那么绘制时，不要给二元联系命名，并且确保参与三元联系的三个强实体
转化为二元联系后，对应的基数是强制性的。
业务规则
① 每个销售商可以供应 0 或者
多件部件给一个或多个仓库
PART
② 每件部件可以由多个销售商
供应给一个或多个仓库，但
每件部件至少由一个销售商
供应给一个仓库

②
①
VENDOR

SUPPLY SCHEDULE
Shipping Mode
Unit Cost

③
WAREHOUSE

③ 每个仓库可以从一个或多个
销售商那里供应一件或多件
部件，但每个仓库必须供应
至少一件部件

图 2-18 三元联系中的基数约束

2.4.6

时间相关的数据建模

数据库内容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如今对组织中可追溯和重构的历史的各种需求越来越
高，所以包含时间序列的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如 HIPAA 和萨班斯 – 奥克斯利（SarbanesOxley）法案。例如，数据库中存放的产品信息，每件产品的单价会随材料和人力成本以及市
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只需要当前价格，那么价格可以
PRODUCT
Product ID
{Price History
((Effective Date, Price)}

定义为单值属性。然而，对于会计、记账、财务报告等，可
能需要保存历史价格以及价格的有效日期。如图 2-19 所示，
将这种需求概念化为产品价格和价格有效日期。这样产生的
Price History（历史价格）
（复合）多值属性由 Price（价格）和
Effective Date（有效日期）构成。注意，历史价格这样的复
合、多值属性实体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要求它的子属性同

时间戳

图 2-19

一个简单的时间戳示例

第2章

组织中的数据建模

67

时存在。因此，在图 2-19 中每个产品的 Price 都与对应的 Effective Date 成对出现。
在图 2-19 中每个 Price 属性值都带有一个记录价格有效日期的时间戳。时间戳（time
stamp）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值，如日期和时间。时间戳可以关联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值
来保存那些历史数据值。时间戳可以记录数据值的录入时间点（事务时间）、数据的有效日
期或无效日期，又或者是执行某个关键操作的时间点，如更新、修改或审核等操作，这与
图 2-15b 中的员工技能图类似；还有一种方法在图 2-19 中并没有显示，可以利用 Microsoft
Visio 的绘图技巧，把 Price History 用独立的实体类型表示。
通常使用一个简单的时间戳（如之前的例子）就已经可以满足时变数据建模的需要。然
而，引入时间的数据建模的复杂度也随之增大。例如，图 2-17c 中，Is Married To 联系是为
了描述某个特定时刻的内容，而不是表示历史记录。那么，如果需要记录一个人的完整婚姻
历史，那么 Is Married To 联系有可能是一个可选的多对多的联系。此外，如果有多段婚姻，
还要加入每段婚姻联系的起始和结束日期；这些日期和图 2-13c 中材料清单结构类似，可以
是一个联系的属性，也可以是一个关联实体。
针对时变数据问题曾经与数据建模和数据库管理软件领域的几家公司的经理进行了讨
论。在最新一期的财务报告法规公开之前，可操作型数据库的数据模型不具备很好的处理时
变数据的能力，甚至有些公司经常忽略这个问题而导致系统问题。随着新法规的颁布，提
醒各公司开发数据模型时需要注意由时变数据带来的数据模型的复杂性。从 2007 年 5 月
开始，T.Johnson 和 R.Weis 在《 DM 评论》（现在叫作《信息管理》）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详细阐述了时间可以作为数据建模的一个维度，这些文章可以通过访问 www.informationmanagement.com 网址上的信息中心的杂志部分进行阅读。

2.4.7

实体类型间的多元联系建模

在一个固定的组织中，相同的实体类型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联系。图 2-20 中有两
个例子，图 2-20a 中显示 EMPLOYEE 和 DEPARTMENT 实体类型之间的两种联系。图中，
在两个联系的方向上用不同的符号对联系进行标记；通过标记注释，每个方向上联系的基数
会更加明确（对清晰表示 EMPLOYEE 实体上的一元联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员工和其
所在部门的联系，在 Has Workers（拥有员工）和 Is Managed By（被管理）两个联系方向上
都有强制性，都是一对多的联系。也就是说，一名员工必须被分配在一个确定的部门，一个
部门必须至少有一名员工（可能是部门经理）。（注意：这些都是假设业务规则的实例。当进
行 E-R 图设计时，需要了解特定的、具体的业务规则，才能更好地进行设计。例如，如果
EMPLOYEE（员工）实体包括退休人员，那么这种类型的员工就不能再被分配给一个部门；
再例如，对于图 2-20a 所示的 E-R 模型，假设组织中只需要记录每个员工目前工作的部门，
而不是工作部门的历史分配记录。数据模型结构反映了组织需要记录的相关信息。
）
员工和部门间的第二个联系关联了部门和部门管理的员工。这种从部门到员工（称被管
理（Is Managed By）的方向）的联系是强制性的，表明每个部门都必须恰好有一名经理。从
员工到部门的联系（管理（Manages））是可选的，因为不是所有员工都是一名部门经理。
图 2-20a 还显示了一元联系，即员工之间存在着监督和被监督的联系。这种联系记录了
一种业务规则，即每个员工可能是一个监督其他员工的员工或者是一个被监督（Supervised
By）的员工。相反，每个员工可以监督许多员工，也可以做一个没有监督权力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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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In

Supervises

Has Workers

EMPLOYEE

Supervised By

DEPARTMENT

Manages

Is Managed By

a）员工和部门
SCHEDULE
Semester

Is Qualified

PROFESSOR

COURSE

2
b）教授和课程（固定下限约束）

图 2-20

多元联系示例

图 2-20b 所示的例子显示了 PROFESSOR（教授）和 COURSE（课程）实体类型之间的
联系。Is Qualified（有任职资格）联系关联了教授和他所教授的课程。一门给定的课程需要
两个以上有任职资格的讲师（如何使用固定的最小或最大基数值的例子）承担授课任务。例
如，一门课程不是某位特定讲师的“私有物”，相反每一名讲师必须至少教一门课程（当然，
这是一种合理的期望）。
图 中 第 二 个 联 系 是， 在 一 个 学 期 内， 教 授 和 课 程 之 间 由 课 程 安 排 进 行 关 联。 因 为
Semester（学期）是联系的一个特征，所以，图中的 PROFESSOR 和 COURSE 之间存在一个
关联实体——SCHEDULE（课程安排）。
关于图 2-20b 还有一点疑问：能否找出课程安排关联实体的标识符？注意，Semester 是
一个局部标识符，因此，完整的课程安排标识符包括 PROFESSOR、COURSE 以及 Semester
的标识符。由于完整的关联实体标识符可能变得长而复杂，因而建议为每个关联实体创建
替代标识符；所以，为 SCHEDULE 创建 Schedule ID 标识符，Semester 为它的一个属性。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隐藏的业务规则，即每个 SCHEDULE 实例对应唯一的 PROFESSOR、
COURSE 和 Semester 的 联 合 标 识 符（因 为 三 者 的 组 合 是 SCHEDULE 标 识 符）。 当 然， 在
SCHEDULE 上也可以添加其他业务规则。

2.4.8

命名和定义联系

除了满足命名数据对象的一般准则外，还有命名联系的特别准则，这些准则是：
● 联系的名字是个动词短语（如 Assigned To（分配）、Supplies（供应）或 Teaches（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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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等）。联系表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执行动作，一般使用现在时，所以及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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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动作）比较合适。联系名表示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而不是行为的结果（例如，使用
Assigned To 而不是 Assignment）。名称只表示参与实体类型间的交互特征，而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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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过程（例如，一个员工被分配（assigned to）到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员工去分
配（assigning）一个项目）。
● 定义联系名时，要避免意义模糊的名字，如已经、相关等模糊词语。尽量使用描述性
的且概括能力强的动词短语，可以从联系的定义中发现、总结行为动词。
还有一些定义联系时遵循的特殊准则：
● 联系定义主要说明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执行动作以及执行行为的重要性。确定由谁或者
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执行动作，比执行动作的过程更重要。联系的定义必然涉及业务对
象，一般在 E-R 图中已经包括了联系以及实体类型的定义说明，所以，不需要对业
务对象重复描述。
● 通过举例也可以有效说明行为动作的意义。例如，注册是建立在学生和课程之间的联
系，注册联系可以包括线下注册和线上注册，也包括添加和删除操作过程中进行的
注册。
● 定义应该可以对可选参与进行解释。应该解释零相关实例（没有相关实例）产生的情
况：是一个实体实例首次创建时产生，还是随时都可能产生。例如，“已经报名参加
课程的学生会产生一个注册链接。在注册开放之前，任何课程都不会有学生注册，学
生也无法注册任何课程，那么他将不能选修任何课程（或者可以选修课程，但是要放
弃部分或所有的课程）。”
● 联系的定义应该可以解释最大基数的产生原因。例如，“在一名员工和他被分配到的
项目之间建立 Assigned To（分配）的联系。根据公司规定，员工不能同时参与四个项
目。”例子中体现了很多公司业务规则典型的上限标准，最大基数不一定是永久性的。
类似的例子中，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增加或减少上限标准。因此 , 最大基数的定义必须
是可修改的。
● 联系的定义应该可以解释互斥联系。互斥联系是指一个实体实例只能与一个联系相关
联。针对这种情况，在第 3 章中会举例说明。现在来分析一个例子：
“Plays On（运动）
连接了校际运动队和学生队员，并明确标注出学生参加了哪支校际运动队进行训练。
参加校际运动队的学生不允许从事校内兼职活动（即学生不能同时参加校际运动队和
校内兼职）。”互斥约束的另一个例子是，存在夫妻关系的员工之间不能互相监督。
● 联系的定义应该可以解释联系中的参与限制。互斥是一种限制，但还有其他限制。例
如，“员工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但员工不能监督自己 , 并且如果员工的等级水平低于 4
级，就不具备监督的权利。”
● 联系的定义应该可以解释联系中隐含的历史联系。例如，医院病床与病人的 Assigned
To（分配）连接。只有当前被分配的床位才会存储在数据库中。若一名病人没有被医
院接收，那么他就没有床位，而一个床位在任意时间点是可以处于空闲状态的。另一
个隐含的历史联系的例子是 Places（签约）连接了客户与订单。但如果数据库中只保
留了近两年的订单数据，那么就不是所有订单都存在这种联系。
● 联系的定义应该可以解释参与联系的实体实例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可以改变。例如 ,
签约连接了客户与订单，而每个订单对应的客户是固定的，不能转移给其他客户。另
一个例子是，“ Categorized（分类）连接了产品和生产线。由于组织结构和产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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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变化 , 产品可能被分到其他的生产线生产。分类只能作为产品与当前生产线的
连接。”

2.5

E-R 建模实例：Pine Valley 家具公司
设计 E-R 图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法之一（或两种）：一种是自顶向下的方法，从商业的基

本描述入手，包括政策法规、流程和开发环境。自顶向下的方法适合开发仅有主要实体、联
系以及由有限的属性集合构成的高级 E-R 图（例如仅有实体标识符）。另一种是自底向上的
方法，设计者与用户进行详细的讨论，从文档、屏幕以及相关数据资源的研究入手。自底向
上的方法是设计一个详细的“完全属性”E-R 图的重要方法。
本节主要为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开发一个高级的 ERD，主要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
（图 2-21 采用微软的 Visio 工具进行绘制）。为了表示上的简单，图中不显示复合或多值属性
（例如，技能表示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类型，通过关联实体与 EMPLOYEE 实体关联。允许一个
员工掌握多种技能，多个员工也可以同时掌握一个技能）。
通过图 2-21 的实例图可以回顾本章之前学习的常见的 E-R 建模符号，后面的内容中将
解释图中的业务规则。然而，在阅读解释之前，通过前面内容的学习，先试着在图 2-21 中
寻找典型的 E-R 模型结构，如一对多、二元、一元联系等。再接着思考为什么用这种方法
对业务数据进行建模。看图的时候可以思考以下一系列问题：
● 哪里表示一元联系，一元联系代表什么意义，什么原因导致基数的不同？
● 为什么包括一个一对多的联系，其他组织中的结构有何不同？
● 产品在被分配到生产线生产之前，是否允许在数据库中表示？
● 如果每个不同的销售区域分别有不同的销售联络员，那么联络员的名字在数据模型中
应该如何放置？
● Does Business In（经营范围）关联实体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每个 Does Business In
实例必须与 SALES TERRITORY（销售区域）和 CUSTOMER（客户）关联？
●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哪些经营方式会导致 Supplies（供应）关联实体发生变化或供
应关联实体被淘汰？
以上问题在本章最后的问题与练习 3 中解答，建议读者先思考这些问题，以加强对之前
78

学习的 E-R 图的理解和回顾。
从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业务流程中我们已识别出以下实体类型，并且已为每个实体选
择了重要属性和标识符：
● 该 公 司 销 售 不 同 种 类 的 家 具 产 品。 这 些 产 品 分 为 几 个 产 品 线。 产 品 的 标 识 符 是
Product ID（产品编号），而产品线的标识符是 Product Line ID（产品线编号）。产品
的其他属性包括 Product Description（产品说明）、Product Finish（产品完成日期）和
Product Standard Price（产品标价）。产品线的其他属性有 Product Line Name（产品线
名称）。产品线包括一个或多个产品，但至少包括一个产品，而每个产品只能属于唯
一的产品线。
● 客户提交产品订单。订单的标识符是 Order ID（订单编号），其他属性包括 Order Date
（订单日期）。客户可以提交 0 个或多个订单，但每个订单只能被唯一的客户提交。客
户 的 标 识 符 是 Customer ID（客 户 编 号）， 其 他 属 性 包 括 Customer Name（客 户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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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Address（客户地址）和 Customer Postal Code（客户邮政编码）。
SALESPERSON
PK Salesperson ID

Serves

Salesperson Name
Salesperson Telephone
Salesperson Fax

TERRITORY

DOES BUSINESS IN

PK Territory ID
Territory Name

CUSTOMER
PRODUCT LINE
PK Product Line ID
Product Line Name

PK Customer ID
Customer Name
Customer Address
Customer Postal Code
Submits

Includes

ORDER
PK Order ID
Order Date

PRODUCT
PK Product ID
Product Description
Product Finish
Product Standard Price

VENDOR

USES

PK Vendor ID
Vendor Name
Vendor Address

PK Material ID

SUPPLIES

Material Name
Material Standard Cost
Unit Of Measure

Supply Unit Price
Is Supervised By
Supervises
HAS SKILL

PK Skill

图 2-21

Ordered Quantity

PRODUCED IN

Goes Into Quantity

RAW MATERIAL

SKILL

ORDER LINE

EMPLOYEE
PK Employee ID

WORK CENTER
PK Work Center ID
Work Center Location

WORKS IN

Employee Name
Employee Address

用微软的 Visio 符号表示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数据模型

● 客户订单必须至少有一个产品，并且每个订单的每行只能对应一款产品。Pine Valley
家具公司销售的任何产品在项目订单中出现 0 或多行。每个订单中与每个行项目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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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是 Ordered Quantity（订购数量）。
● 针对客户建立销售区域。每个客户可以在 0 个或多个销售区域经营销售。一个销售区
域有一个或多个客户。销售区域的标识符为 Territory ID（区域编号），其他属性包括
Territory Name（区域名称）。
●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有多个销售员。销售员的标识符是 Salesperson（销售员编号），
其他属性包括 Salesperson Name（销售员名称）、Salesperson Telephone（销售员电话）
和 Salesperson Fax（销售员传真）。一个销售员只能服务一个销售区域，但每个销售
区域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销售员服务。
● 每个产品都是由一种或多种原材料按照一定数量组装而成。原材料实体的标识符为
Material ID（材料编号），其他属性包括 Unit Of Measure（计量单位）、Material Name
（材料名称）、Material Standard Cost（材料标准成本）。用特定数量的原料组装成一个
或多个产品。
● 原材料销售商。销售商的标识符为 Vendor ID（销售商编号），其他属性包括 Vendor
Name（销 售 商 名） 和 Vendor Address（销 售 商 地 址）。 每 种 原 材 料 可 以 由 一 个 或 多
个销售商提供。销售商给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提供 0 种或多种原材料。Supply Unit
Price（供应单价）是指一个销售商提供某种特定原料的单位价格。
●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些工作中心。工作中心的标识符是 Work Center ID
（工作中心编号），另一个属性是 Work Center Location（工作中心位置）。每一种产品
在一个或多个工作中心产生。一个工作中心可生产 0 款或多款产品。
● 公司员工。公司有超过 100 人的员工数量。员工的标识符是 Employee ID（工号），其
他属性包括 Employee Name（员工姓名）、Employee Address（员工地址）、Skill（技能）。
员工可以有一项以上的技能。每名员工可在一个或多个工作中心工作，工作中心有一
名或多名员工。一种技能可以由 0 或多名员工具备。
● 每个员工都有一个主管，但是，经理没有主管。是主管的员工可以监督多名员工，但
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是主管。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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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数据库处理
图 2-21 表示了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数据库的概念设计。通过与使用实现后的数据库的

80

人员频繁交流来检验数据库的设计质量非常重要。重要的且经常实施的数据库设计质量检验
类型是确认 E-R 模型是否能容易地满足用户对数据或（和）信息的需求。Pine Valley 家具公
司的员工有大量数据检索和报告需求。本节将针对如图 2-21 所示的设计，展示几个这样的
用户信息需求如何被数据库处理实现。
本书采用 SQL 数据库处理语言 ( 将在第 6 章和第 7 章中阐述 ) 描述查询状态，为了充分
理解这些查询，第 4 章中还有一些概念介绍。本章介绍的一些简单查询有助于理解数据库解
决重要的组织问题的能力，第 6 章以及后续章节将对 SQL 查询做更详细的阐述。

2.6.1

显示产品信息

各种用户（例如，销售人员、库存经理和产品经理）都希望看到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生
产的相关产品的数据信息。对于销售人员来说，一个特殊的需求是：需要知道客户对产品列
表中哪种类型的产品感兴趣。这种查询需求的一个例子如下：

Many different users have a need to see data about the products Pine Valley Furniture
produces (e.g., salespersons, inventory managers, and product managers). One specific
need is for a salesperson who wants to respond to a request from a customer for a list of
products of a certain type. An example of this quer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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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all details for the various computer desks that are stocked by the
company.

列出公司库存的各种电脑桌的详细信息。

The data for this query are maintained in the PRODUCT entity (see Figure 2-21).
PRODUCT
实体信息进行查询的操作（如图
2-21）
。查询扫描所有产品实
The 以上需求是对
query scans this entity
and displays
all the attributes for products that
contain
the
description Computer
Desk. Desk（电脑桌）产品的属性。
体并显示包含有
Computer
The SQL code for this query is

上述 SQL 查询代码如下：

SELECT *
FROM Product
WHERE ProductDescription LIKE “Computer Desk%”;

查询的典型输出结果是：

Typical output for this query is
PRODUCTID

PrODUCtID

PRODUCTDESCRIPTION

PRODUCTFINISH

PRODUCTSTANDARDPRICE

PrODUCtDESCrIPtION
PrODUCtFINISh
3
Computer Desk
48"
Oak PrODUCtStaNDarDPrICE

375.00

3

Computer
48”
Oak64"
8 DeskComputer
Desk

450.00

8

Computer Desk 64”

375.00

Pine

Pine

450.00

SELECT * FROM Product 表示显示所有 PRODUCT 实体的属性。WHERE 子句表示查
SELECT * FROM Product
saysDesk
display
all attributes of PRODUCT entities. The WHERE
询条件是：以“
Computer
”字符串开头的产品。

clause says to limit the display to only products whose description begins with the
phrase Computer Desk.

2.6.2

显示产品线信息

Showing Product line information

另一个常见的信息是显示 Pine Valley 家具产品线的数据信息。产品经理需要了解、掌握

Another common information need is to show data about Pine Valley Furniture prod这种特定类型的信息。以下是一名区域销售经理的特殊查询需求：
uct lines. One specific type of person who needs this information is a product manager.
The following is a typical query from a territory
sales manager:
列出产品线
4 的详细信息。

在 PRODUCT 实体中有该查询数据。如第 4 章中所述，图 2-21 中的数据模型转换成数

List the details of products in product line 4.

据库时，Product Line（产品线 ID）属性被添加到 PRODUCT 实体中。查询扫描 PRODUCT

• Database Analysis

实体，显示符合产品线条件的产品的所有属性。
The data for this query are maintained in the PRODUCT entity. As we explain in

81

The4,SQL
code for this
query
is ID will be added to the PRODUCT entity when a
Chapter
the attribute
Line
查询对应的
SQL Product
代码如下：
data model in Figure 2-21 is translated into a database that can be accessed via SQL. The
query
scans the
SELECT
* PRODUCT entity and displays all attributes for products that are in the
selected
product
line.
FROM
Product
WHERE ProductLineID = 4;

查询的典型输出结果是：

Typical output for this query is

PRODUCTID PRODUCTDESCRIPTION PRODUCTFINISH PRODUCTSTANDARDPRICE PRODUCTONHAND PRODUCTLINEID
PrODUCtDESCrIPtION
PrODUCtFINISh
PrODUCtStaNDarDPrICE PrODUCtONhaND PrODUCtLINEID
M02_HOFF5682_01_SE_C02.indd
81
18 Grandfather
Clock
Oak
890.0000
0
4
Grandfather Clock
Grandfather Clock

Oak
19 Grandfather Clock

Oak

Oak

890.0000

0
1100.0000

4

1100.0000

0

4

该 SQL 查询与显示产品信息的 SQL 查询语句相似，不做赘述。

0

4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SQL query is similar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evious one.

2.6.3

显示客户订单状态

Showing customer Order Status

The前两个查询例子比较简单，都只涉及一张表。很多情况下，查询请求信息来自多张表。
previous two queri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involving data from only one table
in each case. Often, data from multiple tables are needed in one information request.
虽然前面的查询比较简单，但查询过程依然要搜索整个数据库，以找到满足查询需求的实体
Although the previous query is simple, we did have to look through the whole database
to find the entity and attributes needed to satisfy the request.
和属性。
To simplify query writing and for other reasons, many database management
为了简化查询输入等要求，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可以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创建视图。
systems
support creating restricted views of a database suitable for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a particular user. For queries related
to customer
order status,
Pine
Valley uti-PVFC（Pine Valley
为了满足客户订单状态的查询，Pine
Valley
公司创建了如图
2-22
中所示的
lizes such a user view called “Orders for customers,” which is created from the seg公司）的
E-R
ment of an
E-R图，图中显示名为“客户订单”的用户视图。视图中，只显示
diagram for PVFC shown in Figure 2-22. This user view allows users CUSTOMER 和
to see only CUSTOMER and ORDER entities in the database, and only the attributes of
ORDER 实体以及两个实体的唯一属性。对用户来说，ORDERS FOR CUSTOMERS（客户订单）
these entities shown in the figure. For the user, there is only one (virtual) table, ORDERS
FOR CUSTOMERS, with the listed attributes. As we explain in Chapter 4, the attribute
Customer ID will be added to the ORDER entity (as shown in Figure 2-22). A typical
order status query is
How many orders have we received from Value Furniture?

5/10/13 11:12 AM

The explanation of this SQL query is similar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revious one.
Showing customer Order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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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queries
are relatively simple, involving data from only one table
in each case. Often, data from multiple tables are needed in one information request.
Although the previous query is simple, we did have to look through the whole database
to find the entity and attributes needed to satisfy the request.
实体和其属性构成一张（虚拟）表。Customer
ID 属性被添加到
实体（如图 2-22 所示）
To simplify query writing and for other reasons,
many databaseORDER
management
systems support
creating restricted views of a database suitable for the information
中，在第
4 章中将再作说明。
needs of a particular user. For queries related to customer order status, Pine Valley utilizes such a user view called “Orders for customers,” which is created from the segment of an E-R diagram forCUSTOMER
PVFC shown in Figure 2-22. This user ORDER
view allows users
Submits
Customer
to see only CUSTOMER and ORDERIDentities in the database, andOrder
only ID
the attributes of
Name
Customer
ID ORDERS
these entities shown in theCustomer
figure. For
the user, there is only one (virtual)
table,
FOR CUSTOMERS, with the listed attributes. As we explain in Chapter 4, the attribute
Customer ID will be added to the ORDER
(as shown in Figure 2-22). A typical
图 2-22entity
用户视图：客户订单
order status query is
一个典型的订单状态查询如下：

How many orders have we received from Value Furniture?

从客户 Value Furniture 那里收到多少订单 ?

假设把我们需要的数据汇集到一个用户视图或被称为
Orders
Forview,
Customers
的虚拟实体，
Assuming that all the data we need are pulled together into this
one user
or
virtual entity, called OrdersForCustomers, we can simply write the query as follows:

可以编写如下查询语句：

SELECT COUNT(Order ID)
FROM OrdersForCustomers
WHERE CustomerName = “Value Furniture”;

82

User view: Orders

2.indd 82

若没有用户视图，则可以通过编写
代码的方式进行查询。本书选择嵌套查询组合，
Without the user view, we can write theSQL
SQL code
for this query in several ways.
The
way
we
have
chosen
is
to
compose
a
query
within
a query, called a subquery. (We
称为子查询（subquery）。（在第 7 章中将阐述子查询，并用图解技术帮助构成查询。
）查询
will explain subqueries in Chapter 7, with some diagramming techniques to assist you
分两个步骤执行。第一步，子查询（或内查询）扫描
实体以确定名为“
Value
in composing the query.) The query is performed in two steps.CUSTOMER
First, the subquery
(or
Chapter
2 •the
Modeling
Data in the Organization
inner
query)
scans
the
CUSTOMER
entity
to
determine
the
Customer
ID
for
cusFurniture ”的客户的 Customer ID。（本例中的客户 ID 为 5。
）第二步，查询（或外查询）扫
tomer named Value Furniture. (The ID for this customer is 5, as shown
in the
output
2 •
Modeling Data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QL code for this query without the “Orders for customer” userChapter
view is as
follows:
描forORDER
实体并根据第一步中查询到的客户
ID 统计对应客户的订单实例的数量。
the previous
query.) Then the query (or outer query)
scans the ORDER entity and
counts
theSQL
order
instances
for this
customer.
The
code
for this query
without
the “Orders for customer” user view is as follows:
上例中，若没有建立“客户订单”视图，则采用如下
SQL 语句实现查询：
SELECT
COUNT (OrderID)
FROM Order
SELECT COUNT (OrderID)
WHERE CustomerID =
FROM Order
(SELECT CustomerID
ORDER
WHERECUSTOMER
CustomerID =
FROM
Customer
Submits
Customer
ID
Order ID
(SELECT
CustomerID
WHERE
CustomerName
= “Value Furniture”);
Customer
Name
Customer ID
FROM
Customer
WHERE CustomerName = “Value Furniture”);
For this example query, using a subquery rather than a view did not make writing
the query
muchSQL
more语句采用了子查询的方法，与视图相比，并没有使查询语句变得非常复杂。
complex.
示例中的
For this example
query, using a subquery rather than a view did not make writing
Typical output for this query using either of the query approaches above is
the query
much more complex.
采用以上两种查询方法都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Typical output for this query using either of the query approaches above is
COUNT(ORDERID)
5/10/13 11:12 AM
4
COUNT(ORDER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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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Summary
本章描述了组织中数据建模的基础。业务规则来自于政策、程序、事件、函数和其他业
Summary
This
chapter has described the fundamentals of modelentity type. Weak entities do not have their own identifi务对象，规定管理组织的约束以及在这些约束中数据如何进行处理和存储。使用业务规则描
ing data in the organization. Business rules, derived
er, although they normally have a partial identifier. Weak
This chapter has described the fundamentals of model-

entity type. Weak entities do not have their own identifi-

business objects, state constraints that govern the orga-

with their owner entity type.

business objects, state constraints that govern the orga-

with their owner entity type.

from policies, procedures, events, func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an identifying relationship
述一个信息系统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方式，对数据库也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业务规则成为企
ing data in the organization. Business rules, derived
er, although they normally have a partial identifier. Weak
from policies, procedures, events, functions, and other
entitie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an identifying relationship
业的核心理念，它能够表达为最终用户所熟悉的条款，具有很强的可维护性，能够通过自动
nization and, hence, how data are handled and stored.
An attribute is a property or characteristic of an enUsing business rules is a powerful way to describe the
tity or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interest to the organization.
化的手段加以执行，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数据库的方式加以执行。
nization and, hence, how data are handled and stored.
An attribute is a property or characteristic of an en-

requirements for an information system, especially a da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attributes. A required attribute
Using
business rules is a powerful way to describe the
tity or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interest to the organization.
基本业务规则是数据的命名和定义。本章阐述了在业务中为数据对象命名和定义的准
tabase.
The power of business rules results from business
must have a value for an entity instance, whereas an oprequirements for an information system, especially a daThere are several types of attributes. A required attribute
rules
being
core
concepts
of
the
business;
being
able
to
tional
attribute value may be null. A simple attribute is
则。在进行概念数据建模时，必须为实体类型、
属性和联系提供名字和定义。其他业务规则
tabase. The power of business rules results from business
must have a value for an entity instance, whereas an opbe expressed in terms familiar to end users; being highly
one that has no component parts. A composite attribute
rules being core concepts of the business; being able to
tional attribute value may be null. A simple attribute is
可以描述对这些数据对象的约束，这些约束可以在数据模型和相关的文档中获得。
maintainable; and being able to be enforced through
is an attribute that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component
be expressed in terms familiar to end users; being highly
one that has no component parts. A composite attribute
automated means, mainly through a database.
parts. For example, Person Name can be broken down
maintainable;
and being able to be enforced
through
is an attribute
that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component
目前，常用的数据建模符号是实体
–
联系数据模型。E-R
模型是一种对组织中的数据进
Examples of basic business rules are data names
into the parts First Name, Middle Initial, and Last Name.
automated means, mainly through a database.
parts. For example, Person Name can be broken down
and definitions. This chapter explained guidelines for the
A multivalued attribute is one that can have mulExamples of basic business rules are data names
into the parts First Name, Middle Initial, and Last Name.
clear naming and definition of data objects in a business.
tiple values for a single instance of an entity. For example,
and definitions. This chapter explained guidelines for the
A multivalued attribute is one that can have mulIn terms of conceptual data modeling, names and definithe attribute College Degree might have multiple values
clear naming and definition of data objects in a business.
tiple values for a single instance of an entity. For example,
tions must be provided for entity types, attributes, and
for an individual. A derived attribute is one whose valIn terms of conceptual data modeling, names and definithe attribute College Degree might have multiple values
relationships. Other business rules may state constraints
ues can be calculated from other attribute values. For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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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详细描述的逻辑表达方法。通常 E-R 模型通过 E-R 图的形式表达，即采用图形的方式描
述 E-R 模型。目前，还没有 E-R 建模符号的标准，很多 CASE 工具中使用的都是 Visio 中的
标记法。
E-R 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实体类型、联系以及相关属性。实体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
对象、一个事件或是在用户环境中组织希望保存数据的一个概念。一个实体类型是一系列实
体的集合，它们具有相同的属性。一个实体实例是一个实体类型的实例化。强实体类型有自
己的标识符，不依赖于其他实体的存在而存在。弱实体类型实体的存在依赖于强实体。弱实
体没有自己的标识符，通常只有部分标识符。弱实体通过其依赖的强实体类型进行识别。
属性是与组织相关联的实体以及实体间联系的性质和特征。属性的类型有很多，一个实
体实例的必要属性必须有值，可选属性的值可以为空。简单属性不可分割，复合属性可以分
解成多个组成部分，例如，人名可以分解成姓和名。
多值属性是指一个实体实例可以有多个值，例如，一个人的大学学位属性可以有多个
值。推导属性是指它的值可以通过其他属性值计算得出，例如，平均工资可以通过所有员工
工资计算得出。
标识符是唯一识别一个实体实例的属性。标识符应慎重选择，以确保稳定性和易用性。
标识符可能是一个简单属性，或者是一些复合属性。
联系类型是反映实体与实体之间有意义的联系，联系实例表达实体实例之间的关联。联
系的度是参与联系的实体类型的数目。最常见的联系类型是一元（一度）、二元（二度）和三
元（三度）。
在绘制 E-R 图时，会遇到多对多（和一对一）的联系，这些联系有一个或多个与联系相
关的属性，而不仅仅是与参与的实体类型相关的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将联系转换成一
个关联实体。这种类型的实体是一个或多个实体类型的实例间的关联，并且包含联系的属
性。关联实体类型自身可以有简单的标识符，或是在逻辑设计阶段被分配一个复合标识符。
基数约束是一种限定与实体 A 的实例相关联的实体 B 的实例个数约束。基数约束通常
可以限定一个实体实例的最大和最小个数。约束可以是单强制、多强制、单选、多选或者一
个具体的数字。最小基数约束也被称为参与约束。最小基数为零代表的是可选参与，而最小
基数为 1 代表的是强制参与。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数据库需要存储历史数据值，因此为时变数据进行建模是数据建
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不断地重复，数据可以建模为多值属性或作
为独立的实体实例，在每种情况下都可以通过时间戳为数据标识相关的日期和时间。有时在
数据模型中需要建立独立的联系，以代表不同时间点之间的关联。最近的财务报告风波就证
明了包含时间和历史数据的规则在数据库中的重要性。

关键术语
Associative entity（关联实体）

Composite attribute（复合属性）

Attribute（属性）

Composite identifier（复合标识符）

Binary relationship（二元联系）

Degree（度）

Business rule（业务规则）

Derived attribute（推导属性）

Cardinality constraint（基数约束）

Entity（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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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instance（实体实例）

Multivalued attribute（多值属性）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E-R diagram)

Optional attribute（可选属性）

（实体 – 联系图（E-R 图））

Relationship instance（联系实例）

Entity-relationship model (E-R model)

Relationship type（联系类型）

（实体 – 联系模型（E-R）模型）

Required attribute（必要属性）

Entity type（实体类型）

Simple (or atomic) attribute（简单（或原子）属性）

Identifier（标识符）

Strong entity type（强实体类型）

Identifying owner（标识主体）

Ternary relationship（三元联系）

Identifying relationship（标识联系）

Time stamp（时间戳）

Maximum cardinality（最大基数）

Unary relationship（一元联系）

Minimum cardinality（最小基数）

Weak entity type（弱实体类型）

复习题
1．写出下列术语的定义：
a. 实体类型

b. 实体 – 联系模型

c. 实体实例

d. 属性

e. 联系类型

f. 标识符

g. 多值属性

h. 关联实体

i. 基数约束

j. 弱实体

k. 标识联系

l. 推导属性

m. 业务规则
2．将下列术语和定义连线：
复合属性

a. 唯一标识一个实体实例

关联实体

b. 涉及单个实体类型的实例

一元联系

c. 限定实例数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弱实体

d. 联系建模为一个实体类型

属性

e. 实体类型之间的关联

实体

f. 相似实体集合

联系类型

g. 联系中参与的实体类型数量

基数约束

h. 一个实体的性质

度

i. 可以分解成两个组成部分

标识符

j. 依赖于另一个实体类型的存在

实体类型

k. 三度的联系

三元

l. 多对多的一元联系

材料清单

m. 人、地点、对象、概念、事件

3．比较下列术语：
a. 存储属性；推导属性

b．简单属性；复合属性

c．实体类型；联系类型

d．强实体类型；弱实体类型

e．度；约束

f．必要属性；可选属性

g．复合属性；多值属性

h．三元联系；三个二元联系

4．很多系统设计人员认为数据建模是系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给出三个原因。
5．在一个组织中，你从哪可以发现业务规则？
6．请陈述在数据模型中数据对象命名的 6 条一般性规则。
7．请陈述选择实体标识符的四个标准。
8．为什么一些标识符必须是复合的，而不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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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陈述三个建议设计者应该将联系作为一个关联实体类型进行建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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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列出四种类型的基数约束，每一种举一个例子。
11．举一个非本章介绍的弱实体类型的例子，说明为什么需要指明一个标识联系。
12．联系的度是什么？分别列出本章描述的三种联系的度的三个例子。
13．给下列每一个术语举一个例子（除本章介绍以外的），并验证你的答案：
a. 推导属性

b. 多值属性

e. 必要属性

f. 可选属性

c. 原子属性

d. 复合属性

14． 给下列每一个术语举一个例子（除本章介绍外的），并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你的例子是这种类型的联
系而不是其他类型。
a. 三元联系

b. 一元联系

15．举例说明有效日期作为实体属性的作用。
16．联系命名的特殊准则是什么 ?
17．除了已经解释的内容，联系的定义还应该有哪些解释。
18． 对于图 2-12a 中的管理联系 , 描述一种或多种会导致一元联系两端出现不同基数的情况。 根据你
对本例的理解，你是否认为 E-R 图能够清晰简单地体现业务规则并导致了特定基数结果，验证你
的答案。
19．解释实体类型和实体实例之间的区别。
20．为什么建议将三元联系转换为一个关联实体？

问题与练习
1． 移动运营商需要数据库记录客户信息，还包括客户签署的合约以及客户正在使用的手机（移动电
话）等信息。图 2-23 的 E-R 图说明了运营商感兴趣的主要实体以及实体之间的联系。仔细读图，
回答下列问题，并给出答案的理由。在 E-R 图中标示出确定每个答案的要素。
成员
制造商

属于

手机类型

手机
包含

负责

客户

操作系统

合约
合约类型

图 2-23

问题与练习 1 图例

a. 一个客户可以签订多个合约吗？
b. 可以存在一个没有签订合约的客户吗？
c. 可以创建一个不明确客户的合约吗？
d. 运营商是否希望通过特定的手机类型与一个特定的合约类型产生联系？
e. 如果不将手机与一个合约联系，是否可以维护手机的相关数据？
f. 一个手机可以与多个合约关联吗？
g. 图 2-23 的模型中是否包含一个手机可以安装多个操作系统的情况？
h. 若没有保留制造商的手机信息，是否能够追踪到这个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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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个操作系统是否适用于不同型号的手机？
j. 客户和合约之间的联系有两种，解释它们的区别。
k. 描述客户之间联系的度和基数，并解释它们的含义。
l. 一个合约里包含多名客户，能否通过手机联系到其中的一个特定的客户？
m. 运营商可以跟踪一个不能识别其操作系统的手机吗？
2．根据下面的描述，完成以下任务：
i. 标识联系的度和基数。
ii. 用 E-R 图表示每个描述中的联系。
a. 一本书是通过它的 ISBN 号进行标识的，另外书还有标题、价格和出版日期等信息。书由出版商
出版，每个出版商都有 ID 号和名字。每本书只能有一个出版商，但通常一个出版商可以出版多
种书籍。
b. 一本书（参考 2a）由一位或多位作者编写，每位作者由作者编号来标识，还有作者姓名和出生日
期信息。每位作者有一部或多部著作；此外，还有一部分尚未出版任何书籍但将来可能会出书的
作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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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2a 和 2b 规定的范围内，每本书和其作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更多的信息进行描述。具体来
说，特定作者在版权中所占百分比以及每位作者排名是很重要的，不管该特定作者是否是这本
书的主要作者。
d. 一本书（参考 2a）可以是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也有其自身的 ISBN 号。一本书可以属于多个系
列，一个系列由至少一本或多本书组成。
e. 一个钢琴制造商想要记录所有钢琴的数据以保证每台钢琴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台钢琴都有一个
序列号标识和制造完成日期。每台钢琴只代表一个钢琴模型，所有这些都有一个标识号码和名
称。此外，该公司希望保存有关模型的设计者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经常生产数千台
某型号的钢琴，并且模型设计信息一定是在任一钢琴存在之前出现。
f. 钢琴制造商（参考 2e）在钢琴出货之前，会雇佣钢琴技师对钢琴进行检查。每台钢琴由至少两名
技师（由员工号码标识）检查。每次的检验都要记录检验日期和质量评价等级。
g. 钢琴技师（参考 2f）间存在上下级的层次汇报联系：一部分技师担负检查监督的责任，除了承担
检验角色和听取其他技术人员的汇报外，还要向公司首席技术员进行汇报。
h. 一个销售商生产多种型号的平板电脑，每一种型号都有识别号码和名称，每种型号的主要参数
包括存储空间和显示类型。采用多种型号的处理器组装平板电脑，每种型号处理器都对应了特
定型号的平板电脑。显然，同一款处理器可用于多个型号的平板电脑，每种处理器都有一个制
造商和一个唯一标识制造商的代码。
i. 销售商（参考 2h）制造的每台平板电脑都由它的型号和一个在该型号中唯一的序列号来进行识
别。销售商希望保存每台平板电脑是何时送达到客户手中的信息。
j. 每种型号的平板电脑（参考 2h）都有一个特定的操作系统，公司雇佣的每个技术人员要经过认证
才能组装一种特定型号的平板电脑的操作系统组合。认证的有效性是指员工通过组合认证考试
那天开始的，并且认证的有效期为一个特定的时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平板电脑操作系统组合。
3．根据图 2-21 回答以下问题：
a. 哪里存在一元联系，它代表什么含义，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基数和其他组织中的不一样？
b. 为什么 Includes（包括）是一个一对多的联系，为什么它与其他组织中的同类联系不同？
c. 在产品进入生产线之前，Includes 联系是否允许数据库中存在这个产品的信息（例如，产品处于
研发阶段时）？
d. 针对每一位员工拥有的技能是否标有能力等级，在数据模型的哪里可以评定这个等级？
e. DOES BUSINESS IN（经营范围）关联实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每个 DOES BUSINESS IN 实例
都必须与一个确定的 TERRITORY（区域）和一位 CUSTOMER（客户）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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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以什么样的方式会使 Pine Valley 改变它的经营方式，从而导致 Supplies 关联实体被淘汰和它周
围关系的改变？
4． 本章关于图 2-21 给出了描述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中实体以及实体之间联系的符号列表，对于列表
中的 10 点中的每一个，识别图 2-21 中对这个点描述的子集。
5． 你可能已经掌握了利用 CASE 或绘图工具来开发概念数据模型的技能，使用这个工具，尝试重新
绘制这一章的所有 E-R 图，你觉得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使用这个工具，你觉得哪些 E-R 图的
符号没有被很好地解释？你是怎么处理那些不能直接通过工具的符号转化的 E-R 图符号？
6． 考虑图 2-24 中的两个 E-R 图，它表示了两个不同城市（A 和 B）的社会服务机构和志愿者情况的
数据库，对于下面的三个问题。在“城市 A ”、“城市 B ”或“都不选”的选项下面画对勾，表示
选择最好的答案。
城市 A

城市 B

都不选

a. 哪个城市目前只维护当前协助机构的志愿者数据？
b. 哪个城市中一名志愿者可以为多个机构服务？
c. 哪个城市中一名志愿者可以更换其所协助的机构？
城市 A

城市 B

服务

服务

机构

志愿者

机构

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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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问题与练习 6 图例
7． STUDENT（学生）实体类型包含以下属性：Student Name（学生姓名）、Address（地址）、Phone（电
话号码）、Age（年龄）、Activity（活动）和 No of Years（活动年限），Activity 代表的是在校园里开
展的一些学生活动，No of Years 代表学生参加这些活动的持续时间。一名学生可以参与多项活动，
为这种情况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你会把哪个或哪些属性指定为 STUDENT 实体的标识符，为
什么？
8． 关联实体也是弱实体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如果是，它们的“弱”体现在哪些特别的地方？
9． 因为 Visio 不能明确表示关联实体，所以在图 2-21 中可能不太清楚哪些实体类型是关联实体。列
出图中的关联实体并解释为什么在图 2-21 中有如此多的关联实体？
10． 图 2-25 显示了在每个学期末邮寄给学生的成绩报告单，绘制一个能够反映成绩报告单情况的实
体 – 联系图。假设每门课程由一位老师讲授，同时，使用你在课程中被要求使用的工具来绘制这
个数据模型，解释在绘制实体 – 联系图时为每一个实体类型选择标识符的原因。
MILLENNIUM 学院
成绩报告
秋季学期 200X
Emily Williams
208 Brooks Hall

姓名：
校址：
专业：
课程编号
IS 350
IS 465

学号：268300458

信息系统
课程名
Database Mgt.
System Analysis

导师姓名
Codd
Parsons

图 2-25

成绩报告

导师办公室
B104
B317

成绩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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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准确地为下面每一个图例添加最小和最大基数注释：
a. 图 2-5

b. 图 2-10a

e. 图 2-13c

f. 图 2-14

c. 图 2-11b

d. 图 2-12（所有部分）

12． 问题与练习 11d 的一个明显答案可以通过图 2-12a 中的 Is Married To 联系找到，即直到时间因素
影响了数据建模。为 PERSON 实体类型建立一个数据模型，考虑 Is Married To 联系对下面的每一
种情况下选择合适基数的影响，甚至包括任一属性：
a. 对于任何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人当前会跟谁结婚（这个就像你在回答问题与练习 11d 时的情
况一样）。
b. 对于任何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人曾经跟谁结过婚。
c. 对于任何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个人曾经跟谁结过婚，他们结婚的日期是哪天，如果有的话，还
有他们婚姻结束的日期。
d. 对于 c 中同样的情况，还要考虑（可能你在 c 中没有做）同样的两个人在一段婚姻结束后又复
婚的情况。
e. 在历史上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文化中，有可能存在法律不限制一个人当前可以结婚的人数。遇到
这种情况时，关于问题与练习 c 题的答案该如何处理，或者必须做哪些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
绘制新的实体 – 联系图）。
13． 图 2-26 表现的是既在学校兼职，又属于（Belongs To）不同学校的俱乐部的学生的情况，仔细研
究这张图，辨别其中体现了哪些业务规则。
a. 你会发现 Works For（为……工作）联系中没有包含基数，给这个联系声明一个业务规则，然后
给出一个与这个规则相匹配的基数。
b. 声明一个让 Located In（位于）联系没有冗余的业务规则（也就是说，俱乐部所属学校可以通过
其他联系推测和推断出来）。
c. 假如一名学生只能在其所在学校兼职，学生可以只参加（Attends）但不工作。那么 Works For
联系是否仍然是必要的？另外能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一个学生是否为这个学校工作（如果是这
样的话，怎么做）？
14． 图 2-27 展现了两个图（A 和 B），两者都是采用了合法的方式来表示一只股票的历史价格。你认为
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模拟股票的历史价格，为什么？

STUDENT

Attends

A
STOCK
Stock ID
{Price History
(Price, Effective
Date)}

Works For

Belongs To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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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Located In

STOCK
Stock ID

STOCK PRICE
Effective Date
Price

SCHOOL

问题与练习 13 图例

B

图 2-27

问题与练习 14 图例

15． 修改图 2-11a 使之能够模拟以下附加信息要求：培训主任确定每个员工完成的每门课程和谁（哪
个员工）需要被通知课程已经完成。培训主管需要追踪哪些员工被通知了每门完成的课程。通知
的日期是记录有关此通知的唯一属性。
16． 回顾图 2-8 和图 2-21。
a. 识别在图 2-21 中没有被标识但有可能表示为复合属性的属性。阐述你的建议。并重绘实体 – 联
系图反映你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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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识别在图 2-21 中没有被标识但有可能表示为多值属性的属性。阐述你的建议，并重绘实体 – 联
系图反映你的建议。
c. 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既是复合属性又是多值属性的属性？如果没有可能，解释你的答案，如果
有可能，请举一个例子（提示：考虑图 2-21 中的 CUSTOMER 的属性）。
17． 为下面描述的每种情况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如果你认为需要做额外的假设，对每种情况的假
设进行清晰的说明。
）使用你在课程中学到的绘图工具进行绘制。
a. 一个公司有很多员工，员工的属性包括工号（标识符）、姓名、地址和出生日期。公司还有一些
项目，项目的属性包括项目编号（标识符）、项目名称和起始日期。每名员工都可以被分配到 0
个或多个项目。一个项目必须至少分配给一名员工或者多名员工。一名员工的薪酬会因为项目
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公司希望为被分配到特定项目的员工制定合适的薪酬。以上描述中的属
性名是否遵循属性命名的原则？如果不遵循，给出更好名字的建议。在你绘制的实体 – 联系图
中有没有涉及关联实体？如果有，这些关联实体的标识符是什么？你绘制的实体 – 联系图中是
否允许一个项目在没有被分配给任何员工之前就被创建？解释原因。如果薪酬在项目中途被改
变，将如何修改你绘制的实体 – 联系图？
b. 一个实验室有一些化学家在为一个项目或多个项目工作，每个项目对应了一些特定的实验仪器。
化学家的属性包括：工号（标识符）、姓名和电话号码，项目的属性包括：项目编号（标识符）
和开始日期。实验仪器的属性包括：序列号和成本。组织中希望记录仪器分配的日期——就是
说，一个仪器被分配给一个进行指定项目研究的化学家的日期。一名化学家必须至少被分配到
一个项目和一套实验仪器设备。一个给定的实验仪器设备不能被重复分配，一个给定的项目不
需要分配任何一个化学家或仪器设备。对这种情况下涉及的联系给出合理的定义。
c. 大学里的一门课程可能有 0 个或多个设定章节，课程的属性包括：课程的 ID 号、课程名和课程
单元。章节的属性包括：章节号和学期 ID 号，学期号由两部分组成：学期和学年。章节号是一
个整数（如 1 或 2），用来区分同一课程的不同章节，但它不能用来唯一标识章节。思考如何为
章节建模？与其他可选的方式进行比较，你为什么选择这种方法为章节建模？
d. 一家医院拥有大量的注册医生，医生的属性包括：医生 ID 号（标识符）和科室。患者在医院接
受医生的治疗，患者的属性包括：患者 ID 号（标识符）和患者姓名。任何一名患者入院治疗必
须有一个主治医生，一名医生可以选择治疗任何数量的患者。患者一旦入院，至少有一名医生
为其治疗，一名特别的医生可以为 0 个或者多名患者进行治疗。当患者接受医生的治疗时，医
院希望记录治疗的细节（或称病历）。治疗细节的组成部分包括：日期、时间和结果。你能绘制
出医生和患者间的一种或多种联系吗？为什么？你把医院作为一个实体类型了吗？为什么？在
你绘制的实体 – 联系图中，允许同一个患者在不同时间接受不同的医生进行治疗吗？怎样做到
在你绘制的实体 – 联系图中包含每个患者的每次入院日期？
e. 当银行贷款办公室收到来自各部门的贷款请求后，必须去调查、了解客户的信用状况。每个贷
款申请都由一个请求 ID 号来标识，并通过申请日期和申请部门名称进行描述。贷款办公室会
收到信用检查结果，信用检查由信用检查 ID 号进行标识，并通过信用检查日期和信用等级进
行描述。贷款办公室要求贷款请求要和信用检查结果相匹配。贷款请求在信用检查结果出来之
前就被记录，一个特别的信用检查结果可能会在其贷款请求中起到支持作用。请为上面所描述
的情况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假设加入信用检查结果不能被多个贷款请求重复使用的条件约
束，通过两个实体类型来绘制这种情况的实体 – 联系图，然后再使用一个实体类型重新绘制。
哪一个版本更好，为什么？
f. 公司通过公司 ID 号进行识别，并通过公司名称和企业类型进行描述。雇佣顾问是多值的，通
过顾问 ID 号进行标识，并通过顾问姓名和顾问专长进行描述。假设一名顾问在一个时间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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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为一家公司工作，我们只需跟踪当前的咨询业务。为这种情况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考
虑加入一个新属性小时工资率，它是一个顾问向其提供服务的公司进行收费的标准。重新绘制
包含这个新属性的实体 – 联系图。再考虑一个顾问为一个公司工作时，需要签订一个合同来书
面说明这个咨询项目的一些具体条款。合同通过公司 ID 号、雇员 ID 号和合同日期的组合进行
标识。假设在一段时间内，一个顾问仍然只为一个公司工作，重新为这种新情况绘制实体 – 联
系图。在这种最新的情况中，你会为不同的实体类型改变任一属性吗？现在考虑最后一种情况，
虽然顾问在一段时间内为一个公司工作，但现在需要保存每个顾问和公司的所有历史咨询项目
资料。为这种最终情况绘制实体 – 联系图。如果是这样的话，解释为什么不同的条件导致了不
同的数据模型？
g. 一个艺术博物馆拥有大量的艺术作品，每一件艺术作品由编码（标识符）、标题、类型和尺寸来
描述；尺寸由高度、宽度和重量组成。一件艺术作品是由一位艺术家创造的，但是这个艺术家
还有一些不出名的作品。一位艺术家通过艺术家 ID 号（标识符）、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还在世的艺术家没有这项属性）来描述。数据库中只包含目前在博物馆有自己的艺术作品的艺
术家的数据。在某一时间段，艺术作品可能被陈列在博物馆、存储在仓库或离开博物馆作为巡
回展览的一部分，也可能被其他画廊借去展览。在博物馆陈列的一件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它在博
物馆陈列的位置进行描述。一个巡回展览可以通过展览 ID 号（标识符）、当前展览所在的城市
以及展览的开始和结束日期进行描述。很多博物馆的作品都是一个特定展览中的一部分，只有
至少有一个博物馆艺术品的自己主办的展览需要在数据库中表示。最后，一个画廊通过画廊 ID
号（标识符）、名称和城市进行描述。博物馆想要保存一件艺术作品被其他画廊借用的全部历史
记录，每当作品被借出，博物馆希望知道作品被借出的日期和归还的日期。根据以上描述绘制
实体 – 联系图，并遵循数据命名规则。
h. 由 Dewey、Cheetim 和 Howe 组成的律师事务所处理的每个案件都有一个特有的案件号，案件号
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数据是开放的，一部分数据是保密的，每个案件的判决结果也要被保存。
一个案件有一个或多个原告，同一个原告可能会涉及多个案件。原告具有请求判决的特征。一
个案件涉及一个或多个被告，同一个被告可能会涉及多个案件。原告或被告可能是一个人或一
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人或组织在很多案件中可能是原告或被告。将上面描述的法
律内容通过实体号来标识，其他属性有名称和资本净值。根据上面的描述绘制实体 – 联系图，
并遵循数据命名规则。
i. 每个出版社都有一个唯一的名称，此外还有邮寄地址和电话号码。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或多本
书籍；一本书只能由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本书通过它的 ISBN 号进行标识，其他属性有：标题、
价格和页数。每本书由一位或多位作者编写；一位作者可能会为不同的出版社编写一本或多本
书。每一位作者通过作者 ID 号唯一标识，其他属性有作者的姓名和地址。每一位作者会因为
其著作获得一定的版权费用，费用的多少会根据书的内容或作者知名度产生差异。作者会为写
的每本书获得一张单独的版权费用支票。每一张支票通过支票号码进行标识，还会记录支票的
时间和金额。根据以上描述，为这类问题绘制实体 – 联系图，并遵循数据命名规则。
18． 假设 Pine Valley 家具公司的每件产品（通过产品号码、产品描述和成本进行描述）都由三个组件
（通过组件号码、组件描述和计量单位来描述）组成，并且组件可以用于组合一个或多个产品。此
外，假设一些组件可以用于组合其他组件，而且原材料也被作为组件。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记
录组成一件家具使用了多少个组件。根据以上描述绘制实体 – 联系图，并在图中标明最大、最小
基数，同时，用本课程学到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据模型。
19． 新兴电器希望创建具有以下实体和属性的数据库 :
● 顾客：顾客编号、姓名、地址（街、城市、州、邮政编码）、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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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位置编号、地址（街、城市、州、邮政编码）、类型（商业区或居民区）
● 等级：运营等级、每小时营业额
对店主进行采访之后，提出以下业务规则：
● 顾客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位置。
● 每个位置有一个或多个等级，取决于一天中的时刻。
根据以上描述绘制实体 – 联系图，并在图上标明最大、最小基数，同时，用本课程中所学到
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据模型。叙述你做出的任何假设。
20． 每个学期都会给每名学生分配一名导师，导师和学生讨论相关的学位要求并帮助学生完成课程注
册。每名学生必须在导师的帮助下完成课程的注册，但是如果为学生分配的导师无法提供帮助，
那么这名学生可以在任何一名其他导师的帮助下完成注册。我们必须记录学生、分配给每个学生
的导师以及本学期和学生一起完成注册的导师姓名。绘制这种情况下的学生和导师的 E-R 图。同
时，用本课中学到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据模型。
21． 回顾本章中的图 2-4a，认为接收联系、汇总联系以及出纳实体不是必需的。现在，考虑一个稍微
不同的情况，假设它们是必需的，出于遵从性目的（例如，萨班斯 – 奥克斯利法案的遵从），需要
知道每一份开支报告的产生时间以及哪些主管人员（不仅是出纳）会收到各项开支报告，以及什
么时候在该报告上签字。重新绘制图 2-4a，需要包括修改后新加入的需求属性和联系。
22． 绘制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实体 – 联系图，并列出房地产销售情况。同时为你绘制的图上的每一个实
体类型、属性和联系准备一个定义，另外，使用本课程中学到的工具建立符合以下描述的数据模
型。下面对这个组织进行介绍。
● 这家公司在一些州有大量的销售办事处。销售办事处的属性包括办公室号码（标识符）和位置。
● 每个销售办事处雇用了一名或多名员工，员工的属性包括员工编号（标识符）和员工姓名。每
名员工只能被分配给一个销售办事处。
● 对于每个销售办事处，总有一名员工会被指派来管理这个办事处，员工只对其被指派的销售办
事处进行管理。
● 公司列出出售的房产，房产的属性包括房产编号（标识符）和位置。位置的组成包括地址、城
市、州和邮政编码。
● 每一处房产只能在一个（且仅一个）销售办事处被列出，一个销售办事处可以有 0 或多处房产
被列出。
● 每一处房产可以有一名或多名业主，业主的属性包括业主编号（标识符）和业主姓名。一名业
主可以拥有一处或多处房产。物业和业主之间的联系属性是所占百分比。
23． 在学习了数据库管理课程的相关内容后，绘制一个交响乐团的初始实体 – 联系图，包括如表 2-2
所示的实体类型。
表 2-2
音乐节

问题与练习 23 中的实体类型表

音乐节期间有一系列的音乐会将会上演。开幕日期为标识符，包括年、月、日

音乐会

演出一首或多首曲目。音乐会编号为标识符，另一个重要属性是音乐会日期，由年、月、日和时间
组成。一场音乐会通常有多个音乐会日期

曲目

在每一场音乐会中表演的曲目。曲目编号为标识符，由作曲者姓名和曲目名组成。另一个属性是乐
章编号，由乐章号码和乐章名称两部分组成。但并不是所有的曲目都有多个乐章

指挥家
独奏者

指挥音乐会的人。指挥家编号为标识符，另一个属性是指挥家姓名
独奏艺术家是在一场特定的音乐会上表演给定曲目的人。独奏者编号为标识符，另一个属性是独奏者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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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讨论会发现：
● 音乐节安排了一场或多场音乐会。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只会在一个音乐节上被安排。
● 一场音乐会包括一首或多首曲目的表演，一首曲目可能会在 0 场或多场音乐会上表演。
● 每一场音乐会有一位指挥家，一位指挥家可以指挥 0 场或多场音乐会。
● 每一首曲目需要 0 位或多位独奏者。一位独奏者在一场指定的音乐会上可以表演 0 首或多首曲
目。交响乐团希望记录一位独奏者最后一次表演一首指定曲目的时间（最后演出日期）。
根据你的理解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来表示以上描述的业务规则，并解释这些业务规则如何
在 E-R 图中建模。同时，用本课中所学到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据模型。
24． 根据以下情形绘制一个实体 – 联系图。（陈述你认为绘制一张完整的实体 – 联系图应该做出的所
有假设。
）同时，使用你熟悉的工具为这种情形建立一个数据模型：斯蒂尔沃特古董城（Stillwater
90

Antiques）购买和销售独一无二的各类古董（例如家具、珠宝、瓷器和服装）。每个古董由一个古
董编号唯一标识，并且还包括说明、开价、古董状况和开放式评论特征。斯蒂尔沃特与很多个体
户合作，这些个体户被称为客户，他们向斯蒂尔沃特出售古董并且也从斯蒂尔沃特处购买古董。
一部分客户只向斯蒂尔沃特出售古董，一部分客户只购买古董，还有一部分客户既出售古董也购
买古董。客户通过客户编号识别，并通过客户姓名和客户地址进行描述。当斯蒂尔沃特出售库存
古董给客户时，希望记录支付的佣金、实际的销售价格、销售税（零税表示免税销售）和销售日
期。当斯蒂尔沃特从客户那里购买一件古董时，希望记录买入价格、购买日期和购买时的状况。
25． 为下面的情况绘制实体 – 联系图。（陈述你认为为绘制一个完整的图应该做出哪些假设。
）同时，
使用你熟悉的工具建立数据模型：A. M. 洪卡商学院在欧洲 10 个校区设有国际商务课程，该学院
的第一届毕业生有 9 000 个，毕业于 1965 年。学院记录每个毕业生的学号、在校期间姓名、出生
国籍、当前国籍、当前姓名、当前地址以及完成学习的专业名称（一个学生可以选择一个或两个
专业）。为了与校友保持紧密联系，学院会在世界各地举办各种活动，每次活动都有一个主题、日
期、地点和类型（例如：酒会、晚宴或研讨会）。学院需要记录哪些毕业生参加了哪些活动。对
于每一次活动，学院会派一名相关负责人记录每个参加活动的毕业生的相关信息。学院还通过邮
件、电子邮件、电话和传真与毕业生保持联系。与活动一样，学院需要记录通过这些联系方式从
毕业生那里获得的相关信息。当一名学校相关负责人知道他将会和毕业生对话时，需要产生一份
关于毕业生的最新信息以及从最近两年与毕业生的联系和毕业生出席的活动中获取的相关信息的
报告。
26． Wally Los Gatos 是 Wally’s Wonderful World 壁纸的主人，现在聘请您作顾问，为 Wally 销售的墙
纸及附件的三家连锁店设计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Wally 希望系统可以记录销售、客户和员工的
信息。在开始设计 E-R 模型之前，经过与 Wally 的会面交流，Wally 提出一系列业务规则和需求，
如下所示：
● 客户通过连锁分店提交订单。
● Wally 希望记录顾客的如下信息：姓名、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出生日期和主要
语言。
● 一位客户可以提交多个订单。
● 一位客户随时可以通过不同的连锁分店提交订单。
● 客户可能有 0 个或多个账户。
● 需要记录账户的以下信息：余额、最后付款日期、最后支付金额和类型。
● 一个连锁分店可以有多位客户。
● 需要记录每一家连锁分店的以下信息：分店编号、位置（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和建筑
面积。
● 一家连锁分店可以出售所有商品或只卖部分商品。
● 订单由一件或多件商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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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张订单需要记录以下信息：订单日期和信贷授权状态。
● 商品由一家或多家分店出售。
● 希望记录每件商品的如下信息：产品说明、颜色、尺寸、图案和类型。
● 一件商品可以由多件商品组成；例如，一间餐厅的壁纸组合（20 号商品）可由墙纸（22 号商
品）和边界（23 号商品）组成。
● Wally 雇用了 56 名员工。
● 希望记录员工的如下信息：姓名、地址（街、城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雇佣日期、头
衔、薪资、技能和年龄。
● 每名员工只能为一家连锁分店工作。
● 每名员工有一名或多名家属，希望记录家属的姓名、年龄以及与员工的联系。
● 员工可以具备一项或多项技能。
根据以上描述绘制 E-R 模型。同时，用你在本课程中学到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据
模型。
27． Wally Los Gatos（参考问题与练习 26）发现他经营的壁纸业务中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他决定利
用晚上时间继续攻读法律学位。毕业后，Wally 与 Lyla EL Pajaro 合作成立 Peck and Paw 律师事务
所。Wally 与 Lyla 聘请你设计符合以下业务规则的数据库。在设计数据库时要注意保证你的最佳
利益，以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在以下规则的基础上绘制实体 – 联系图：
● 每个案件中律师为一个或多个客户服务。
● 律师的属性有律师编号、姓名、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专长（可能不止一个）和法庭
（可能不止一个）。
● 每起案件中一名客户可以有多名律师。
● 客户的属性有客户编号、姓名、地址、城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和出生日期。
● 一名客户可能涉及多起案件。
● 案件的属性有案件编号、案件描述和案件类型。
● 一名律师可能会同时受理多起案件。
● 每起案件只能被分配到一个法庭进行审理。
● 法庭的属性有法庭编号、法庭名称、城市、州和邮政编码。
● 每个法庭有一名或多名法官。
● 法官的属性有法官编号、姓名和从业时间。
● 每个法官只能被分配给一个法庭。
陈述你根据以上描述做出的所有假设。同时，用本课程中学到的工具为这些描述建立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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